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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 年 4 月 10 日疾病管制局接獲台北市衛生局通報一精神科醫院發生發燒合併

上呼吸道症狀群聚。本研究目的在調查致病原與發病相關因子。疫調發現本次群突發

範圍限於兩病房，我們利用回顧 4月 2日至 17 日期間此二病房所有住院病人病歷，使

用標準化病例紀錄表來記錄所有病人的基本資料、藥物使用、慢性病史、抽菸史、參

加職能治療情形及臨床表現。病例定義為：在 3 月 26 日到 4 月 25 間入住此兩病房且

在入住三天後發生咳嗽、流鼻水或喉嚨痛任一症狀。同時採取喉頭拭子，用 multiplex 

real-time RT-PCR/PCR 檢驗病毒。兩病房病人除了職能治療外並無交流，兩病房之工

作人員也沒有重疊。完成病歷回顧後發現該兩病房共 24 名病患於住院後發生發燒與上

呼吸道症狀。病例主要症狀分布如下：23 (96%)咳嗽、18 (75%)發燒、13 (54%)喉嚨

痛、15 (63%)流鼻水。多變項分析中，與發病相關之風險因子包括：糖尿病（相對風

險 2.6，95%信賴區間 1.5-4.6）、抽菸（相對風險 2.2， 95% 信賴區間 1.3-4.6）以及

為病房 A 住民（相對風險 2.3， 95% 信賴區間 1.1-4.7）。10 名採檢喉頭拭子之病例

經實驗室檢驗出有 6 例病例檢體為類間質肺炎病毒（human metapeumovirus, hMPV）

陽性。人類間質肺炎病毒乃造成本次上呼吸道症狀群突發之致病原。糖尿病與吸菸為

發病相關因子。推測職能治療可能是兩病房之間互相傳播病毒之地點。 

 

關鍵字：人類間質肺炎病毒、精神科醫院 

 

背景描述 

2012 年 4 月 10 日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接獲北市衛生局通報某精神科醫院發生不明

原因發燒群聚。該精神科醫院內兩急性精神科病房於 4 月 2 日至 11 日期間陸續有 17

名住院病人出現發燒與與上呼吸道症狀。初步估計侵襲率 26%。其中兩名病人發生肺

炎而轉至他院內科病房治療。17 名病人皆接受 A/B 型流感快速篩檢，結果均為陰性。 

原著文章 

2012 年台北市某精神科醫院人類間質肺炎病毒 
感染群突發事件 

 

吳岫 1、陳婉青 2、羅一鈞 1、黃頌恩 1、連庭佳 2、黃士澤 1、李淑英 3、劉銘燦 3 

 

1.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預防醫學辦公室 

2.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一分局 

3.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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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初步在兩病房採取感控措施如手部衛生、飛沫及接觸隔離。然而病患因精神

症狀干擾，並無法完全遵循感控措施。4 月 9 日衛生局建議該院採取額外感控措施包

括：將所有有症狀病人集中在隔離區內照顧、增加環境消毒頻率、暫停收治新病人及

職能治療以及主動監測。本文旨在描述此群突發事件以及調查致病原與發病相關因子。 

 

方法 

一、研究對象 

該院為精神科教學醫院，設置有急、慢性精神科病房、工作坊、精神科加護病房

以及精神科急診。本次發生群聚的兩個病房皆為急性精神科病房，位於同一樓層，住

院適應症皆為急性精神症狀。兩病房病人除了職能治療以外並沒有活動重疊。住院期

間病人未經允許不能離開病房，精神症狀經醫師評估可參加職能治療者會參加一日兩

次之團體職能治療活動，內容包含歌唱以及手工藝等。 

二、流行病學調查 

針對 A、B 兩病房進行回溯性研究，調閱 4 月 1 日後曾入住兩病房之所有住院病

人之病歷，在 4 月 25 日利用標準化病歷記錄表記錄病人之基本資料、精神科診斷、藥

物使用、慢性病史、吸菸史、住出院及轉床及隔離紀錄、4 月 1 日後參加團體職能治療

次數、症狀、以及臨床資料如 X 光、檢驗結果。臨床病例定義為在 A、B 病房住院三

天以上且在 3 月 26 日（第一個病例發病前 6 日）及 4 月 25 日間發生咳嗽、流鼻水、

喉嚨痛任一症狀者。 

三、實驗室方法  

符合病例定義且有發燒者共採喉頭拭子 10 件，檢驗 19 種呼吸道病毒；後續採檢

血清 5 件、痰 1 件，再分別進行黴漿菌血清抗體 ELISA 以及黴漿菌 real-time PCR 檢驗。

所有檢驗皆在本局研究檢驗中心進行。 

呼吸道病毒的檢驗使用 8 種 multiplex real-time RT-PCR/PCR，檢驗 19 種呼吸道病

毒：腺病毒、流感病毒 A、B 型、呼吸道融合病毒、冠狀病毒（229E, OC43, NL63, HKU1）、

人類間質肺炎病毒、副流感病毒第 1-4 型、單純皰疹病毒第一型、單純皰疹病毒第二

型、水痘帶狀皰疹病毒、巨細胞病毒、人類皰疹病毒第六型、博卡病毒、微小病毒、

腸病毒、鼻病毒。 

四、統計方法  

分別利用卡方檢定與 Student t test 分析類比變相與連續變項。單變相分析中 p 值小

於 0.05 之變項則進入多變項回歸分析來計算相對風險（relative risk, RR）以及 95%信賴區

間（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所有 p 值皆為雙尾。所有統計使用 Epi Info�軟體。 

 

結果 

於 4 月 1 日至 9 日間曾入住此二病房之病人共 77 人，查閱病歷共 73 (95%)本。73

名病患年齡 18-72 歲，平均為 42±13 歲；男性 34 (47%)人。24 (33%)人有抽菸習慣；有精

神病以外慢性疾病者共 27 (37%)人，其中 10 (14%)人糖尿病、8 (11%)人高血壓，3 (4%)

人高血脂、3 (4%)人甲狀腺低下、3 (4%)人慢性肝炎、3 (4%)人癌症；1 (1%)人尿崩症、1 

(1%)人巴金森氏症、1 (1%)人瓣膜性心臟病、1 (1%)人乾癬、1 (1%)人胃潰瘍、1 (1%)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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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性貧血。73 名住院病人中符合病例定義者共 24 人，流行曲線如圖。病房 A、B 分別

有 16 及 8 人發病，侵襲率分別為 47%及 21%。根據流行曲線，A、B 兩病房第一位與第

二位發病個案發病時間間隔分別皆為三日，推估潛伏期約為三日。 

此 24 人中症狀分布如下：23 (96%)咳嗽、18 (75%)發燒、13 (54%)喉嚨痛、15 (63%)

流鼻水、1 (4%)肌肉痠痛、1 (4%)頭痛。上呼吸道症狀持續 3-17 日，中位數 9 日；發燒

天數 1-10 日，中位數 3 日。病人特徵及潛在疾病與侵襲率之多變項分析呈現於表。 

表、病人特徵與共病情形之疾病侵襲率與相對風險 

 侵襲率 (%) 相對風險 (95% 信賴區間) 

病房   

病房 A 16/34 (47) 2.3 (1.1, 4.7) 

病房 B 8/39 (21)  

性別   

男性 14/34 (41) 1.6 (0.8, 3.1) 

女性 10/39 (26)  

年齡   

≧60 歲 1/8 (13) 0.4 (0.1, 2.3) 

<60 歲 23/65 (35)  

抽菸   

有 13/24 (54) 2.2 (1.3, 4.6) 

無 11/49 (22)  

使用 zapine 類藥物   

有 6/13 (46) 1.5 (0.8, 3.1) 

無 18/60 (30)  

參加團體職能治療*   

是 17/40 (43) 2.0 (1.0, 4.2) 

否 7/33 (21)  

高血壓   

是 3/8 (38) 1.6 (0.4, 3.0) 

否 21/65 (32)  

糖尿病   

是 7/10 (70) 2.6 (1.5, 4.6) 

否 17/63 (27)  

*於 4 月 1 日到 9 日期間曾參加過一次以上團體職能治療 

 

圖、兩精神科病房中病例發生之流行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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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變項分析中，發病風險相關之因子包括病人有糖尿病（相對風險 2.6，95%信

賴區間 1.5-4.6）、抽菸（相對風險 2.2，95% 信賴區間 1.3-4.6）以及為病房 A 住民（相

對風險 2.3，95% 信賴區間 1.1-4.7）(表)。 

呼吸道病毒 multiplex PCR 檢驗結果 10 人中有 6 人為人類間質肺炎病毒（human 

metapeumovirus, hMPV）陽性。實驗室結果在黴漿菌 PCR 及血清抗體均為陰性。 

統計病房內所有病例之症狀出現至開始隔離之時間，A、B 兩病房間並無明顯差異

（1.3 vs 2.7 days, p=0.20）。然而，相較於 4 月 8 日（含）前發病之病例，4 月 9 日後發

病之病例在症狀出現至開始隔離之時間較短（0.33 vs 3.8 days, p<0.001）。最後一位病例

出現於 4 月 17 日，該院於 4 月 27 日恢復日常活動。 

 

討論與建議 

本研究描述一個在精神科醫院中發生的人類間質肺炎病毒感染群聚事件。第一位

病例發生於 4 月 2 日，隨後該病房即啟動病例之接觸及飛沫隔離措施。然而，直到 4

月 9 日仍有新病例出現，因此採取擴大感控措施包括：嚴格執行手部衛生、規劃並將

病例集中於隔離區直到症狀解除後三天、進入隔離區人員配戴口罩、手套和隔離衣、

暫停收治新病人以及暫停團體職能治療。 

人類間質肺炎病毒（human metapeumovirus, hMPV）為負單股 RNA 病毒，屬於副

黏液病毒屬[1]。此病毒感染一年四季皆有病例發生，根據溫帶國家報導經常出現於晚

冬以及早春。傳染途徑為飛沫傳染及接觸遭飛沫汙染的物體表面[2-3]。潛伏期尚未完

全確定，據文獻報導約為三至六日[2,4]。臨床上的表現類似呼吸道融合病毒，可導致

上呼吸道及下呼吸道的感染，最常見症狀為咳嗽、流鼻水及發燒[5]；並會在嬰幼兒、

免疫功能低下、及慢性疾病的病人造成較嚴重的感染，甚至呼吸衰竭[6-12]。不過，

此病毒在一般成人也可能僅引起輕微症狀[3,13]。 

人類間質肺炎病毒是可能造成院內群聚感染的致病原之一[2,14-17]。本次群聚範

圍包括兩病房，然而兩病房除了一位護理長之外並沒有共通之醫療、行政或清潔工作

人員，而該護理長並無症狀，由此推測工作人員可能並非兩病房傳染之途徑。兩病房

的病人活動範圍除了職能治療之外並未有重疊，推測輕微症狀病人參加職能治療為兩

病房病人傳染之可能途徑。病人因急性精神症狀亦可能使得其無法在醫護人員詢問症

狀時正確回答，可能造成延遲診斷及感控措施；此外，病人因精神症狀干擾也無法完

全配合執行感控措施。過去文獻指出兒童感染人類間質肺炎病毒病引起較嚴重疾病之

危險因子包括：女性、早產兒、感染基因型 B 病毒。本研究發現在此成人群體中，糖

尿病與吸菸為人類間質肺炎病毒感染及發病之相關因子。相較於 4 月 8 日（含）前發

病之病例，4 月 9 日後發病之病例在症狀出現至開始隔離之時間較短，顯示第一線照

護之醫護人員在醫院通報群聚病採取擴大感控措施後後警覺性較高；此外，在 4 月 9

日後額外採取多重感控措施包括：將所有有症狀病人集中在隔離區內照顧、增加環境

消毒頻率、暫停收治新病人及職能治療以及主動監測，皆有助於控制此次疫情。 

於人口密集或醫療機構發生發燒及上呼吸道症狀應立即落實飛沫隔離措施，並

加強環境消毒與手部衛生[3]。若病患無法配合建議採取單獨病室照顧，以免疫情擴

散。若發生群聚應立即分別將病例隔離或將病例集中管理(cohorting)、加強環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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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暫停團體活動直到疫情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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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 年 6 月 27 日某醫院通報一名高雄市阿蓮區 63 歲的男性猪農疑於 5月中旬於

工作地被老鼠咬傷腳趾，6月 18 日起陸續出現發燒、嘔吐、骨頭痛、肌肉酸痛、背痛、

呼吸急促等症狀就醫，6月 22 日症狀未改善再次就醫，檢查發現有竇性心跳過緩和血

小板低下情形而住院治療，6月 27 日醫院通報漢他病毒出血熱，7月 11 日疾病管制局

證實為確定病例，為近二年來首例本土漢他病毒出血熱病例，衛生單位在接獲通報後，

即展開滅鼠防治工作及民眾之衛教宣導。 

 

關鍵字：漢他病毒、漢他病毒出血熱、鼠囓齒類動物 

 
事件緣起 

一名高雄市阿蓮區 63 歲男性豬農於 2012 年 6 月 18 日出現發燒就醫；6 月 22 日症

狀未改善再度回院急診，發現有竇性心跳過緩（sinus bradycardia）及血小板低下等症狀，

住院觀察治療。醫師據個案之主訴、職業、環境暴露史及各項臨床條件下，分別於 6

月 25 日通報登革熱、6 月 27 日通報漢他病毒出血熱等疾病。為儘速釐清感染源，疾病

管制局第五分局接獲通報後立即與衛生局展開疫情調查及相關防治工作。 

 

疫情調查 

個案與妻及1名女兒居於高雄市阿蓮區，有糖尿病史3年並規則服藥控制中，自

訴14年前也曾被老鼠咬傷，當時至某醫學中心住院4日並伴有敗血症，感染原因不

明，近2個月未出國，個案本身從事豬隻養殖已有數十年。6月18日個案出現發燒(最

疫調快報 
2012 年台灣首例漢他病毒出血熱確定病例調查報告 

 

錢信帆、黃樹樺、林慧真、游秋月、張朝卿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五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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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38.9℃)、噁心、嘔吐、冷顫、肌肉酸痛、骨頭痛、背痛、腹痛、口乾舌燥、後眼

窩痛、呼吸急促等症狀至高雄市某醫院就醫，6月22日症狀未改善回院急診，經檢查

發現個案身體外觀無外傷或皮疹，除有竇性心跳過緩(36 bpm)、血小板低下(58000/ul)

等異常表現外，其他如肝、腎功能正常（無黃疸、蛋白尿、血尿或少尿……等情形）

及胸部X光檢查均正常，安排住院檢查及治療，於6月25日被通報登革熱，6月27日經

疾病管制局檢驗後排除。 

個案於住院中主動向醫師提及在5月中旬，有次穿著拖鞋巡視豬舍時發現有1隻

老鼠，情急之下想一腳踩死；未料，僅踩到尾巴反被咬傷腳趾，隨即到附近的診所

做傷口處理並注射破傷風及狂犬病疫苗，醫院主治醫師依據個案臨床表現及檢驗數

據、職業史及曾被老鼠咬傷而懷疑漢他病毒感染，並在無法排除Q熱、恙蟲病等疾

病的情況下，在6月27日一併通報，其住院時意識清醒與生命徵象穩定，經藥物治療

後個案臨床狀況改善，於7月3日出院。 

 

防疫作為 

6月27日衛生局、所接獲院方通報漢他病毒出血熱後，即依據傳染病防治工作手

冊至個案家中進行疫調[1]。個案所經營的養豬場仳鄰其住家，僱有3名員工並飼養2

隻大狼狗，共飼養三千餘頭豬，每週三、五定期進行環境消毒。養豬場與住家周邊

以圍牆及水溝隔開附近農田、果園和其他住家，衛生所針對2名同住家人及3名員工

等接觸者訪視，並無身體不適症狀，且其血清檢體送驗結果皆為陰性；另執行滅鼠

作業，在養豬場自動餵料輸送機房佈設2個鼠籠，並未捕獲鼠隻。 

7月4日疾管局第五分局派員會同衛生局調查及規劃滅鼠作業，在個案住家周圍

200公尺內擇定14處地點佈置毒餌與鼠籠進行監測及滅鼠工作，並建議持續加強養豬

場環境消毒（圖）。7月7日上述14處地點鼠類監測共計捕獲7隻不同種類鼠隻，7月9

日在第五分局協助下採集2隻錢鼠及1隻溝鼠（4隻老鼠於運送期間死亡）血液檢體送

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檢驗。 

圖、事件相關地緣關係圖(資料源自於http://civil.kcg.gov.tw/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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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檢查 

個案血清學檢驗登革熱、地方性斑疹傷寒及鉤端螺旋體病為陰性；漢他病毒出血

熱首次採血IgM與IgG均為陽性，於恢復期二次採血檢驗，其血清學IgM與IgG效價均有

明顯上升；另恙蟲病(IFA-IgM 陽性，IFA-IgG 陽性)、Q熱(IFA-IgG 陽性)亦於二採後判

為確定病例（表）。 

本案共採4名接觸者之血清，其漢他檢驗結果均為陰性；另採2隻錢鼠與1隻溝鼠之

血清，其檢驗結果亦均為陰性。 

 

討論與建議 

    本案為高屏地區 2008 年後首例漢他病毒出血熱確定病例，個案同時合併感染 Q 熱

及恙蟲病，因個案本身為養豬戶和動物接觸史，推測個案可能是先後或同時感染到這

些傳染疾病；漢他病毒出血熱、Q 熱和恙蟲病皆為人畜共通傳染病，可經多種哺乳類

動傳播，其中鼠類動物是漢他病毒出血熱和恙蟲病之貯留宿主，恙蟲病之病原為立克

次體，需藉由帶菌之恙螨幼蟲叮咬釋出唾液而感染宿主，然漢他病毒則由鼠類本身攜

帶傳播。由於此三種感染症狀相似，除了詳細詢問旅遊史、職業史、接觸史和身體檢

查外，實驗室的檢驗為重要鑑別工具，個案於 2012 年 5 月中旬在自家養殖場被老鼠咬

傷，推算至發病日約 30 至 40 日，尚於漢他病毒出血熱最大潛伏期 6 週內[2]，另因個

案在養殖業具有高度專業知能，對人畜共通疾病有一定認知，主動與醫師敘明曾被老

鼠咬傷之曝觸史，醫師據其主訴再通報以囓齒類為宿主相關疾病，如漢他病毒出血熱

與立克次體感染等。 

    漢他病毒出血熱，又稱腎症候性出血熱（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 

HFRS），主要途徑係經由呼吸道吸入鼠類分泌物之飛沫，其表現為發燒、血小板減少、

急性腎衰竭等三大臨床表徵，出血症狀在發燒後第 3-6 天出現，而後蛋白尿、低血壓，

有時休克，腎病變可能輕微，但亦可進行至急性腎衰竭。本次個案於發病過程中出現

發燒、肌肉酸痛、骨頭痛、有竇性心跳過緩(36 bpm)、血小板低下(58000/ ul)外，臨床表

現較為輕微並無急性腎衰竭、休克。 2002 年 6 月 Liu 等人曾報告有關一名漢他病毒感

染患者出現竇性心跳過緩（33 bpm）之案例，與本案臨床表現相類似，除了血小板低

下（73000/ul）外，其他心肺肝腎等器官相關檢查均正常 [3]，流行地區的居民可能因

不顯性感染而多少會有一點後天的免疫力。 

表、實驗室綜合檢驗結果表 

檢驗項目 6/27 首次採檢檢驗結果 7/9 二次採檢檢驗結果 綜合研判結果

漢他病毒出血熱 
抗體檢測 IgM(+) 

抗體檢測 IgG(+) 

抗體檢測 IgM(+) 

抗體檢測 IgG(+) 
陽性 

恙蟲病 

螢光定量聚合酶連鎖反應(-)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IgM(未確定)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IgG(未確定)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IgM(+)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IgG(+) 
陽性 

Q 熱 
聚合酶連鎖反應(-)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Total(-)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IgM(-) 

間接螢光免疫分析-IgG(+) 
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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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他病毒自然界的宿主是囓齒動物，尤其是環境中常見的老鼠，依疾管局 2011

年執行台灣 5 大都會地區重要鼠媒傳染病調查顯示，漢他病毒出血熱抗體陽性率以

溝鼠最高 (20.1%)，血清型以 Seoul（100%）為主，其中高雄市鼠隻抗體陽性率為 11 

%；另以分子生物學抽樣檢測溝鼠和錢鼠之漢他病毒帶病原率結果顯示，鼠類血液

中雖已存在漢他病毒抗體，但仍可經由體液排出病原，而造成其污染環境具有傳播

該病之風險。依據疾病管制局法定傳染病通報資料顯示 2002 至 2011 年本土漢他病

毒出血熱統計，全國每年平均通報 29.7 人，確定病例數共 8 名（2004 年 3 名、2006

年 3 名、2008 年 1 名與 2010 年 1 名），而高雄市每年平均通報為 3.9 人，其確定病

例數共 2 名（2006 年及 2008 年各 1 名）[2-3]，漢他病毒出血熱目前無有效的預防疫

苗，在臨床醫療上僅能提供患者支持性療法。因此，提高醫師對漢他病毒出血熱之

警覺性和衛教民眾防範鼠患及健康防護，是相當重要的防治工作。 

有關病媒防治執行情形，本案於通報後便立即執行捕鼠作業，然受限於當地防

疫團隊實務經驗而前期並未捕獲。疾病管制局第五分局人員至現場了解，發現捕鼠

籠擺放方式與鼠類活動習性並不相同，於是建議調整捕鼠方式與擺放地點，經改善

後其捕鼠成效有顯著提升，共計捕獲 7 隻不同鼠類，不過因當地無人具有鼠隻採血

技能而必須後送第五分局協助處理，期間部分鼠隻陸續死亡，最後僅 3 隻完成採血

送驗，建議地方病媒防治教育訓練與實作技能仍可再強化，以提升第一線防疫量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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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實驗室導致的感染(laboratory-acquired infection)，通常暴露後的致病風險，

會因為病原來源及傳播途徑不明而不易確認[1]。但是，其中以吸入未受到懷疑的含

菌氣霧，為主要的感染途徑。結核病係由第三級危險群微生物中的結核菌群感染所

導致。因此，在操作結核菌相關臨床檢體時，至少需要在高防護的生物安全第二等

級負壓實驗室中進行。並確保該實驗室的排氣管，能將可能的感染性空氣直接排出

戶外；人員必需嚴格遵守生物安全第三等級操作規範及程序，以避免導致自身感染

或造成環境污染[2]。實驗室設施與安全設備皆需要定期保養、維護，並且經過功能

確效檢測合格。由早期監測結核菌檢驗人員感染風險的報導指出，工作人員只要感

染 1 至 10 隻結核菌，就即足以造成結核病，實驗室操作人員受到結核菌感染的風險

比一般大眾高出 3 至 9 倍。 

有鑑於此，結核菌實驗室生物安全的實施，必須包含：(一)適當的硬體設施，

例如：結核菌實驗室需與一般微生物實驗室之操作區域作適當區隔，工作流程嚴守

乾淨區至骯髒區的動線管制；(二)確實的操作設備，例如：使用確效合格的生物安

全櫃處理及操作檢體；(三)有效的人員保護裝備，例如操作人員應對自己使用之 N95

口罩進行密合度測試；及(四)人員持續接受生物安全專業訓練及知能評估等，並且

嚴謹遵守實驗室生物安全守則，藉由實驗室主管或負責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嚴格

執行流程管理，落實生物安全措施於例行運作中。 

一、檢體包裝、運送及收發 

   各式檢體運送須確實採防漏三層包裝。第一層為防水材質，容器含有螺旋蓋可

防止檢體滲漏，標示生物危害標誌及檢體相關資訊。第二層亦為防滲漏及防水材質，

內含可包覆第一層檢體容器的防碰撞緩衝物質及可吸附滲漏的防水物質。第三層包

裝需有符合國際通用之生物感染性物質安全標示及相關規定。詳細包裝運送規定，

可參考國際航空運輸組織（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所訂定之危險物質

運送包裝方法 Packing Instruction 620 及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刊載之「感染性物質

運輸規範指引」（2011-2012 年版）[3]。 

送驗結核菌的檢體，建議在結核菌實驗室之生物安全櫃中進行拆封及核對，以

免因檢體包裝不良產生的滲漏，導致拆封人員遭受感染的危害。拆封前須先以消毒

液擦拭包裝表面。如果發現檢體有嚴重滲漏情形，則將檢體直接進行高溫高壓滅菌

處理，並請送驗單位補送檢體；若檢體僅為輕度污染，則可考慮清消外包裝，再進

行後續檢驗程序。 

二、檢驗步驟之生物安全 

(一) 抗酸菌抹片顯微鏡檢查 

疑似結核病個案檢體的檢驗，如果只需進行抗酸菌抹片顯微鏡檢查，若先以等

量的 5%次氯酸鈉(sodium hypochlorite)處理 15 分鐘後，則可以在一般的實驗室進行液

化及濃縮步驟。但是，由於抹片製作過程會產生氣霧、液滴或飛濺物。因此，後續

需進行細菌培養步驟的檢體，無論是直接或濃縮抹片的製作，皆需在生物安全操作

櫃中執行。直接抹片的製作，至少於生物安全第二等級實驗室進行；而濃縮抹片的

製作，至少於生物安全第二等級負壓實驗室中進行。尤其是未經染色或只經熱固定

的抹片，可能仍有活菌的存在，更需小心處理。在抹片移出生物安全櫃前，須確保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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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已經過加熱器以 65 至 75℃熱固定至少 2 小時。加熱器需每天進行溫度量測及記

錄。 

(二) 細菌培養 

培養相關步驟，至少需要在生物安全第二等級負壓實驗室的生物安全櫃中進

行。至於在觀察或判讀培養結果時，如果是密閉式非玻璃培養試管，在清消試管的

表面後，則可以在生物安全櫃櫃外進行判讀。惟原則上仍以在生物安全櫃中進行判

讀為佳。實驗操作過程所有接觸的器材及工作台表面，於每天工作完成後，應確實

進行清消的步驟作業。 

三、結核菌群之鑑定 

傳統的結核菌群生物化學鑑定，培養及抗酸菌抹片顯微鏡檢查皆陽性的菌落，

需經過次培養增菌及後續的檢驗步驟，由於細菌含量較高，建議在生物安全第三等

級實驗室中進行。如果係使用免疫呈色法進行結核菌群鑑定，直接運用於初步培養

(primary culture)的抗酸菌陽性培養液，因為無次培養(subculture)的增菌步驟，則可以

在生物安全第二等級負壓實驗室中執行。 

四、藥物敏感性試驗 

結核菌群的藥物敏感性實驗，其相對危險性較高，考慮抗藥性菌株(包含多重及

超級抗藥性菌株)的存在，原則上建議於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中進行。如果僅能

在生物安全防護第二等級負壓實驗室中進行，則個人安全防護、安全實施及主管監

督，相形重要，需遵循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操作規範，以確保工作人員安全無

虞[4]。 

五、分子生物學試驗 

分子生物學鑑定及藥物敏感性試驗，如果是直接檢測活菌，則須在至少生物安

全第二等級負壓實驗室的生物安全櫃中進行。如果是先將菌體不活化或先抽取核

酸，則可以在生物安全第一等級或第二等級實驗室中進行，並依據核酸檢測指引進

行檢驗。至於，現場即時檢驗試劑(point-of-care)，例如在 2010 年世界衛生組織推薦

使用的 Cepheid Xpert TB/RIF 試劑組，如能謹守原廠指示方式引用，則可以在非實驗

室的場所中進行檢驗。 

其他重要的生物安全防護事項，包含：選擇適當的消毒劑，以及感染性廢棄物

的處理。必須選擇能殺死結核菌群的消毒劑，建議使用如酚類(phenolics)、碘伏

(iodophors)及氯化合物，最佳使用種類、方式及處理時間，須經過測試與確效。由於

結核菌可以抵抗乾燥及存活於固體表面，須每天執行清消工作。感染性廢棄物的處

理以能在實驗室內進行高壓高溫滅菌為佳，如果必須在結核病實驗區外處置，則感

染性廢棄物需置放於防滲漏的密閉容器中運送[5]。  

實驗室意外應變計畫應依實驗室實際的軟、硬體狀況進行規劃，提報單位生物

安全委員會審議實施。該計畫的實施，可以做生物安全意外發生前防範及發生後處

置的依據。已知實驗室主要的感染途徑是吸入含菌的氣霧，依照洩漏產生的氣霧的

多寡，清消處理時間可以配合實驗室每小時的換氣率來訂定處理時間。例如：如果

每小時的換氣率為 15 次，則清除空氣中 99%及 99.9%污染物所須的時間，各為 18

及 28 分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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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實驗室的生物安全管理，非僅為使用者的責任。除工作人員應該落實生

物安全的意識與知能外，必須有設置單位的支持、生物安全委員會的稽核及監督、

實驗室主管的扛責等，共同構成生物安全防護權責網絡，才能確保工作人員及周遭

環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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