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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新北市淡水區沙門氏菌群聚感染溯源調查 
 

蔡宜臻 1*、陳婉青 2、廖盈淑 3、邱乾順 3、 

陳珮甄 4、簡玉潔 5、郭宏偉 1 

 

摘要 

疾病管制署於2014年5月15日由菌株脈衝電泳(PFGE)圖譜鑑定，發現1起

Salmonella enterica serovar Enteritidis PFGE基因型SEX.238的疑似群聚感染，共6名

病例，於同年4月19–21日發病。為追溯感染源並採取防制措施，疫情調查與資料

分析方法包含：交叉比對監測系統資料、設計霰彈式問卷蒐集病例發病前的飲食

史、以病例對照研究法分析推論可能的原因食品假說及溯源調查。結果顯示病例

發病與食用麵包店X的提拉米蘇有關（P < 0.01），而該店用於製作提拉米蘇之液態

蛋黃亦檢出沙門氏菌。溯源調查發現液態蛋黃非市售商品且製程無滅菌。若液態

蛋黃受到沙門氏菌汙染，可藉由提拉米蘇造成消費者食用後感染。建議食品業者

對於未能完全加熱之蛋製品，應使用滅菌液蛋，降低沙門氏菌感染風險。 

 

關鍵字：沙門氏菌、脈衝電泳(PFGE)、病例對照研究法、提拉米蘇、液蛋 

 

緣起 

1996年起，國際間陸續建置食媒傳染病分子分型監測網—PulseNet，運用分子

生物技術進行菌株基因分型以監測食媒傳染病[1,2]。相關的疫情調查方法隨之發展，

如：建構「霰彈式問卷」(shotgun questionnaire)，針對群聚個案廣泛蒐集發病前攝

食食品或危險因子暴露資訊[3–5]。為爭取疫調時效，市售食品溯源調查之對照組

採用既有監測資料（如：選擇與病例組感染相同病原不同次分型、或是感染不同

病原但具有相似症狀的個案作為對照組）[6]、或利用食品消費調查[7]，估算特定

食品在群聚發生區的背景消費率(background consumption rate)[5,8]，讓衛生單位在

資料蒐集分析與推論可疑原因食品更有效率，並可減少調查人力與行政支出[6,8]。 

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2006年起建置臺灣食媒傳染病分子分型監測

網(PulseNet Taiwan)，收集全臺合作醫院臨床檢體分離之沙門氏菌株，進行血清型

及脈衝電泳(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鑑定，建立沙門氏菌DNA指紋

圖譜資料庫，期望以分子生物技術偵測疑似群聚感染[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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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5日PulseNet Taiwan偵測出1起疑似群聚感染：6名病例由新北市某

醫院於同年4月29日及5月6日送驗，血清型均為Salmonella Enteritidis，經PFGE鑑定

為首次出現的基因型SEX.238。為追溯感染源並採取防制措施，5月15日疾管署聯

合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展開調查。 

 

疫情描述 

一、 調查方法 

(一) 採用病例對照研究法。病例組確定病例(confirmed case)定義為2014年4–5

月間曾出現腸胃道症狀，經PulseNet Taiwan實驗室確診為S. Enteritidis 

SEX.238感染個案。對照組選用疾管署於2013年9月至2014年2月以「急性

病毒性A型肝炎（A肝）霰彈式問卷」蒐集相同飲食項目之A肝個案。 

(二) 以監測系統資料庫交叉比對通報資料來找出病例組個案之關聯。以送驗

單編號至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查詢確定病例發病日、居住地及聯絡方式。

以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查詢並確認未成年確定病例聯絡方式。

設計霰彈式問卷，以電話訪問詳細蒐集確定病例發病情形、發病前3日內

飲食等資料。其中5名未成年確定病例由其母代答問卷。 

(三) 以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查詢

2014年4–5月確定病例居住地區食品中毒速報單。 

(四) 溯源調查：2014年5月28日調查人員至嫌疑食品供應商深入訪查，釐清

嫌疑食品受汙染原因。 

二、 資料分析 

問卷資料以Epi InfoTM分析，將兩組暴露史資料進行比較，以產出假說。

因霰彈式問卷蒐集項目多達450項，故選取病例組暴露百分比大於30%項目，

以費雪式檢定分析，判別標準為α值0.05。若雙尾檢定P值小於α值，則該項目

與病例組發病有統計顯著相關。以Excel將確定病例發病日繪製成發病日流行

曲線圖。 

三、 結果 

依PulseNet Taiwan監測結果，2014年4–5月累計6名S. Enteritidis SEX.238

病例。交叉比對監測資料，6名確定病例分屬3家戶，5女1男，年齡介於1–32

歲（中位數7.5歲），均居住新北市淡水區。2014年4月19–22日發病，由發病

日流行曲線圖推測為單一感染源（圖一）。比對食品中毒速報單，發現家戶B

確定病例曾於4月18日食用麵包店X提拉米蘇，4月19日發病，4月21日通報，

均檢出Salmonella group O9。家戶B問卷受訪者表示家中另有2人曾與病例共食

提拉米蘇後出現腸胃道症狀，但無就醫、無通報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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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病例發病前的飲食項目以病例對照研究法分析如表一，有3項與病例發病

有統計顯著相關：曾至麵包店用餐或外帶(P < 0.01)、食用提拉米蘇(P < 0.01)及

食用美乃滋(P < 0.01)。進一步調查曾至麵包店用餐或外帶項目後，發現6例確定

病例發病前均曾至麵包店X購買提拉米蘇或麵包。1例（家戶C）曾至另一家麵包店

購買麵包。6例確定病例皆曾食用提拉米蘇；除家戶C個案外，其餘5例的提拉米蘇

均購自麵包店X。家戶C個案食用的提拉米蘇非來自麵包店X，但曾食用麵包店X

之克寧姆麵包。 

衛生局4月22日起至麵包店X及上游蛋商（蛋商）稽查，並帶回麵包店X同批

製作的剩餘提拉米蘇送驗。4月23日在麵包店X採檢的液態蛋黃檢出Salmonella 

spp.，提拉米蘇僅驗大腸桿菌（合格），其餘抽驗產品均陰性。 

 

 

 

 

 

 

 

 

 

 

圖一、2014年沙門氏菌群聚感染確定病例發病日分布及疫情調查日期示意圖 

 

 

表一、2014年沙門氏菌群聚感染確定病例與對照組飲食史分析結果       

  病例組 (n = 6) 對照組 (n = 34) 
P 值 

(一)發病前 3 日內飲食史 有暴露 (%) 有暴露 (%) 

曾至麵包店用餐或外帶*  6 (100.0%) 2 (5.9%) <0.01 

曾至火鍋店用餐 4 (66.7%) 9 (26.5%) 0.07  

曾至路邊攤外食或外帶食品 2 (33.3%) 23 (67.6%) 0.17  

曾至早餐店外食或外帶食品 2 (33.3%) 20 (58.8%) 0.38  

曾至住家附近麵食餐館外食 3 (50.0%) 18 (52.9%) >0.99  

(接下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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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推論麵包店X提拉米蘇為本次群聚原因食品。為瞭解汙染原因，啟動溯源

調查。蛋商為小型批發商，在自家中庭存放散裝蛋及製作液蛋，散裝蛋部分蛋殼

有髒污破損。液蛋由蛋商直接取用散裝蛋，徒手分離蛋黃及蛋白後分裝，過程約2

小時。液蛋裝罐後冷藏，無滅菌。液蛋僅供應麵包店X，與散裝蛋一同運送，過程

無冷藏。液蛋送至麵包店X後冷藏，散裝蛋室溫存放於製作麵包的廚房。麵包店X

用液態蛋黃每週製作一批提拉米蘇，過程除混合熱糖水融化吉利丁（溫度不能讓

蛋黃煮熟），無加熱蒸烤。若液態蛋黃受沙門氏菌汙染，可藉由提拉米蘇造成消費

者食用後感染。麵包店X用散裝蛋製作克寧姆麵包，內餡由生蛋黃混合食材後加熱

至濃稠即離火，麵包雖經烘烤，但烘烤前後在同一檯面處理，沙門氏菌可能在麵

包製程由散裝蛋直接或間接汙染克寧姆麵包。 

 

防治作為 

衛生局接獲家戶 B 病例通報食品中毒，即進行稽查採檢。4 月 23 日在麵包店

X 採檢的液態蛋黃檢出沙門氏菌，5 月 11 日起該店停止訂購液蛋，蛋商停止液蛋

生產。衛生局及新北市糕餅同業公會 5–6 月發布新聞稿及公告，呼籲業者使用

液蛋應確認是否滅菌及充分加熱，若糕點未經充分加熱，應避免使用未滅菌液蛋

[11,12]。食藥署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規範市售液蛋產品不應檢出沙門

氏菌。疾管署、食藥署、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及衛生局於 6 月召開

聯繫會議，商討疫情調查及檢驗能密切合作。 

(續上頁表格) 表一、2014年沙門氏菌群聚感染確定病例與對照組飲食史分析結果       

  病例組 (n = 6) 對照組 (n = 34) 
P 值 

(二)發病前 3 日內曾食用食品項目 有食用 (%) 有食用 (%) 

提拉米蘇* 6 (100.0%) 6 (17.6%) <0.01 

美乃滋* 3 (50.0%) 0 (0.0%) <0.01 

路邊攤鹽酥雞 2 (33.3%) 2 (5.9%) 0.10  

豆腐 3 (50.0%) 6 (17.6%) 0.11  

大番茄 2 (33.3%) 23 (67.6%) 0.17  

醃漬小黃瓜 2 (33.3%) 19 (55.9%) 0.40  

冷飲店飲料 3 (50.0%) 24 (70.6%) 0.37  

漢堡、三明治或簡餐所附的生菜 3 (50.0%) 23 (67.6%) 0.65  

小番茄 3 (50.0%) 22 (64.7%) 0.65  

生菜沙拉 2 (33.3%) 18 (52.9%) 0.66  

豆芽菜 2 (33.3%) 16 (47.1%) 0.67  

沙拉醬 3 (50.0%) 18 (52.9%) >0.99  

*該項目具有統計顯著意義（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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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討論 

本群聚確定病例發病前均曾食用麵包店X產品，以食用提拉米蘇與病例發病有

統計顯著相關。麵包店X提拉米蘇所用之液態蛋黃檢出沙門氏菌，推測沙門氏菌

可能由液蛋製程汙染液態蛋黃。提拉米蘇含有生液態蛋黃成份，病例食用汙染的

提拉米蘇而感染。S. Enteritidis常見於蛋製品汙染[13,14]，與調查推論的汙染來源

相符。衛生局於麵包店X液態蛋黃所檢出之沙門氏菌無保留菌株，無法與病例感染

之菌株比對是否同源。 

家戶 C 個案雖未食用麵包店 X 提拉米蘇，但曾食用該店克寧姆麵包。沙門氏

菌可能在麵包製程由散裝蛋汙染其內餡，或透過環境及器具間接汙染麵包，造成

消費者食用後感染。食用美乃滋也與確定病例發病有統計相關，但 3 名食用美乃

滋的病例是由不同早餐店購買含有美乃滋的三明治商品，排除與本群聚相關。 

 PulseNet 監測常用於病例散發在不同地區的群聚案件[1–3]，這類時空分布類

似散發病例的群聚感染不易被傳統監測系統所偵測。PulseNet 是偵測病例是否感染

同源菌株，並找出疑似群聚感染 [1]。由菌株收集至PFGE分析結果約需數週時間，

衛生單位不易詢問病例發病前的飲食。為找出病例彼此的關聯，設計結構化霰彈

式問卷詳細調查群聚個案發病情形、飲食項目及來源、或與群聚病原相關危險因

子暴露史等[3,4]，有助釐清可疑食品或危險因子暴露來源，再經由溯源調查與嫌疑

食品檢驗確認感染源。 

調查限制為：問卷調查部分受訪者非確定病例本人，可能與病例實際飲食有

落差。問卷調查日回溯至病例發病相距約 1 個月，可能因受訪者回憶偏差影響。

資料分析之對照組以「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霰彈式問卷」蒐集 A 肝個案資料，

雖然調查過程均使用相同霰彈式問卷詳細詢問個案發病前的飲食，且問卷蒐集時

間與本群聚發生時間相近，但兩疾病易感族群年齡不同，可能因飲食行為差異

影響分析結果。麵包店 X 液態蛋黃檢出之沙門氏菌無 PFGE 鑑定，無法確認是否

為造成群聚感染菌株。 

本調查為我國建立PulseNet Taiwan後首次依據菌株基因型資料成功溯源調查

的群聚感染。利用比對監測資料、霰彈式問卷訪查及溯源調查，確認由污染液蛋

製作的提拉米蘇所導致沙門氏菌群聚感染。建議食品業者製作蛋製品應澈底加熱。

未完全加熱之蛋製品，應選用滅菌液蛋，降低S. Enteritidis感染風險。建議疾管署、

食藥署、農委會與衛生局建立菌株保存與分讓機制，針對通報食品中毒病例檢出

沙門氏菌，且相關食品或環境亦檢出沙門氏菌時，進行菌株比對，確認感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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