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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台灣地區食因性及散發性感染事件，以鼠傷寒桿菌最為常見，本
實驗收集台灣地區 1990-2001 年間分離 157 株鼠傷寒桿菌菌株，包括
二件集體食因性中毒案件(八十九年四月間仁愛之家 19 株中毒案及九
十年四月間 11 株原住民食因中毒案件)及各地散發個案之菌株，利用
抗藥性試驗(disk diffusion)及質體輪廓(plasmid profile assay，PPA)與脈
衝式電泳(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PFGE)方法，進行分子流行
病學分析探討。另外，利用 PCR 方法檢測其 invasion 、integron 與
virulence gene 三種毒力基因。
紙錠藥物結果顯示，單一藥物抗藥性比例以 streptomycin 84.2﹪
最高，其次依序為 tetracycline 82.5﹪，chloramphenicol 71.9﹪，
ampicillin 70.2﹪及 nalidixic acid 18.4﹪；而對三種（含）以上藥物抗
藥性比例占 75.4﹪，五種占 25﹪，七種以上則為 13.2﹪。顯示傳統
一線藥物有 70-80﹪以上抗藥高比例；而多重抗藥比例增加且相對於
第三代頭孢子素 ceftiriaxone 及 Quenolone 類的 ciprofloxacin 藥物也逐
漸產生抗藥性。
分析鼠傷寒三種致病相關基因，結果顯示，沙門氏鼠傷寒桿菌侵
入深層內皮細胞所必須之 invasion(invA,invasion gene 321bp)基因有
131 株，佔 93.57﹪(131/140)比率，帶有經由 site-recombination 機制

的嵌入基因(integron，265bp)有 88 株佔 62.86﹪(88/140)，與毒力有關
之 spvC (virulence gene，392bp)則有 107 株 76.4﹪陽性率(107/140)。
使用質體輪廓及限制脢脈衝電泳法，對特定食因中毒案件及散發
菌株進行分子流行病學探討，結果均呈一致性圖譜，顯示二種方法對
分子流行病學事件調查具有其適用性；進一步，對各地不同年代散發
菌株分析比對，菌株分型圖譜顯示，二種限制脢 Xba-1 與 Spe-1 脈衝
電泳分型能力相似，分別區分成 24 型及 23 型（X1-X24 與 S1-S23）
且以 89 及 90 年度分離株差異性較大，另外，對 20 株五種多重抗藥
菌株(ampicillin、streptomycin、sulfonamides、chloramphenicol、
tetracycline；ASSuCT, R-types)，則有較明顯差異出現，可能為抗藥
性基因變異或基因重組，導致限制脢無法辨識。
關鍵詞：沙門氏鼠傷寒桿菌、紙錠抗生素敏感試驗、脈衝式電泳法。

（2）前言
1990 年代，鼠傷寒桿菌第 104 確定型(salmonella typhimurium
definitive type104, DT104)在英國被發現後，至 1995 年時，DT104 已
成為英國所有罹患沙門氏桿菌腸道感染致病因的第二位。所有 DT104
型鼠傷寒桿菌中，有 90%對安匹西林、氯黴素、鏈黴素、磺胺藥及四
環黴素(R-type，ACSSuT 菌株)等藥物具有抗藥性(1)，而對較新的抗

菌藥物如 trimethoprin 及 ciprofloxacin 具有藥性的 DT104 也陸續被發
現(3)。在過去十幾年來，鼠傷寒桿菌抗藥性在各國均有明顯增加趨
勢(1,2)；在美國疾病管制局 1996 年監測抗藥性報告，3903 傷寒株被
分離出，1995 年有 976 株(25﹪)為 Salmonella typhimurium，其中大約
有 28﹪則為鼠傷寒桿菌第 104 確定型，相較於 1990 年的 7﹪要高出
許多；在 1996 年人體分離的鼠傷寒桿菌有 32﹪是具有多重抗藥性的
(2,4)；因此在世界各國鼠傷寒桿菌抗藥性問題似乎日愈嚴重。
在臺灣地區食因性及散發性感染事件中，多年來以鼠傷寒桿菌檢
出率最高；以本局(原預防醫學研究所)歷年來菌株血清型資料顯示，
在 1983-1993 十年間食物中毒案件之 1647 菌株中，以沙門氏菌血清
型 O4(44%) 及 O9(32.5%) 最 多 ， 其 中 O4 血 清 型 以 Salmonella
typhimurium 最 常 見 ， 而 O9 則 為 Salmonella typhi(19) ； 進 一 步
1993-1997 年 沙 門 氏 菌 集 體 食 品 中 毒 案 件 檢 出 菌 株 型 別 也 以
Salmonella enteritidis 及 Salmonella typhimurium 最多。而鄰近日本自
1989 年至今， Salmonella enteritidis 及 Salmonella typhimurium 引起
食品中毒案件中其分離率亦排名第一、二位。
鼠傷寒桿菌是台灣地區主要食品中毒致病菌，常為食物或肉類受
到污染導致而腹痛、腹瀉等症狀，亦因症候輕微或不明顯遭忽略然，
多年來一直未被醫界重視。另一方面，歷年來食因性中毒案件或散發

性感染事件所分離出鼠傷寒桿菌菌株，其分子流行病學特性為何？對
中毒事件或爆發疫情案件，以防疫角度而言，釐清並迅速處理案情是
絕對必須的，而實驗室則需要有提供快速、正確的分子分型結果，這
是另一個欲探討的問題。
為明瞭近年來台灣地區臨床分離的鼠傷寒桿菌抗藥性情形，實驗
收集來自 1990-2001 十一年間由人體分離的鼠傷寒桿菌約 157 株，依
據 NCCLS(National Committe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s 標準，
以 12 種紙錠抗生素敏感試驗(15)，來篩選鼠傷寒桿菌的多重抗藥性
菌株及其他種類抗藥性菌株(如抗 ciprofloxacin)。進一步，由不同引
子 invA (invasion gene)、int (integron)、spvC (virulence gene)PCR 實驗，
來探討鼠傷寒桿菌菌株帶有侵入、嵌入及毒力基因致病相關性因子。
利 用 質 體 輪 廓 分 型 (plasmid profile assay, PPA) 與 脈 衝 電 泳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分型技術，對特定鼠傷寒感染案
件及散發菌株進行比對分析，藉以釐清其分子流行病學特性。

（3）材料與方法
菌株分離及生化、血清鑑定
實驗收集 11 年(1990-2001)由人體分離的鼠傷寒桿菌 157 株，包
括二件集體食因性中毒案件(八十九年四月間仁愛之家 19 株中毒案及

90 年四月間 11 株原住民食因中毒案件)及各地散發個案之菌株（表
一）
，培養於 SS-medium (salmonella shigella agar)36℃，16-18 小時，
進行基礎生化試驗(triple surgar iron,TSI test)與血清鑑定後，將菌株於
-20℃下保存。
紙錠藥物敏感試驗(disk sensitivity test)：
使用紙錠藥物(BBL)紙錠擴散法(disc diffusion)，包括 ampicillin、
sulfonamides、chloramphenical、stroptomycin、tetracycline 及其他種
類抗生素如 ciprofloxacin、amikacin、cephalothin(頭孢子素第 1 代)、
cefamandole(頭孢子素第 2 代)、ceftiriaxone(頭孢子素第 3 代)、
gentamicin 與 nalidixic acid 等計 12 種藥物，菌株培養於 tryptic soy
broth(TSB)之隔夜新鮮菌液，製成 McFarland No.0.5 硫酸鋇標準懸浮
液，平均塗抹於 Mueller-Hinton medium(M-H medium)上，37℃，18-20
小時培養後觀察抑制圈大小，依其 BBL 提供抗藥判讀標準。

毒力因子 PCR 實驗
新鮮 2-3 個菌落，以 100λ滅菌水製成懸浮液，經沸水 10 分鐘後，
離心 13000 轉 15 分鐘，抽取上清液 2λ當作板模。將三組引子
invA(21bp)、int(18bp)、spvC(18bp)進行 PCR 實驗，條件設定 94℃ 45
秒，60℃ 45 秒，72℃ 90 秒，進行 30 個循環，產物 7λ進行 1.2﹪
瓊膠分析。

質體輪廓分型法(plasmid profile analysis, PPA)
使用市售之 Roche Molecular Biochemicals 之 high pure plasmid
isolation kit，依據試劑組所附之標準操作，抽取菌株質體 DNA，使
用 1.2﹪SK LE agarose 及 0.5×TBE 電泳液，電泳條件為 100V, 3.5 小
時，進行 DNA 片段分析，EtBr 染色及照相存檔。
脈衝式電泳法(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將特定抗藥性菌株及食因性中毒案件與各地散發個案之菌株，依
據美國 CDC 最近 2001 年發表快速脈衝電泳分型法，以 Xba-1 與 Sfi-1
二種限制脢進行染色體 DNA 切割作用，以不同變換時間方式(Xba-1
採 5-20 秒與 Sfi-1 採 5-20 秒及 20-45 秒)，電泳時間分別為 18 及 16
小時，使用 1.2﹪PFGE agarose 及 0.5×TBE 電泳液，進行 DNA 片段
分析，EtBr 染色及照相，依片段產生不同的分子圖譜進行分析。

（4）結果
紙錠抗生素敏感試驗
以紙錠藥物敏感試驗分析 114 株散發菌株，初步抗藥結果顯示，
以 streptomycin 有 84.2﹪最高抗藥比率（96/114），其次為 tetracycline
抗藥比率 82.45（94/114），chloramphenicol 比率為 71.93（82/114），
而 ampicillin 比率為 70.18﹪（80/114），其他藥物依序如 nalidixic acid
有 18.42﹪比率（21/114），gentamicin 為 8.77﹪（10/114）等等。有

3.8﹪抗 ciprofloxacin 藥物(3/114)及部分抗 ceftiriaxone 的中間值菌株
被分離出（如表二）。
在多重抗藥性方面，三種（含）藥物以上抗藥性比率有 75.44﹪
（86/114），而五種抗藥性有 25﹪(含 20 株 ampicillin、streptomycin、
sulfonamides、chloramphenicol、tetracycline；ASSuCT 菌株 17.54﹪)
菌株則有的被分離出；高達七種以上藥物抗藥性則有 13.16﹪
（15/114）
（如表三）。
毒力因子 PCR 實驗：
三組不同引子 invA(invasion gene ，321bp)、int(integron，265bp)、
spvC(virulence gene，392bp)進行 PCR 實驗（如圖一）
，結果顯示鼠傷
寒桿菌侵入深層內皮細胞所必須之 invasion 基因有 131 株，佔 93.57
﹪(131/140)比率，帶有經由 site-recombination 機制的嵌入基因有 88
株佔 62.86﹪(88/140)，而與毒力有關之 spvC 則有 107 株 76.4﹪陽性
率(107/140)；另外，20 株 ASSuCT 多重抗藥菌株及七種抗藥性菌株，
則完全帶有 invA、int 與 spvC 三種基因。
質體輪廓分型法(plasmid profile assay, PPA)：
分析二件食因性中毒案件(台中仁愛之家中毒案及原住民中毒案)
菌株，其質體型態呈現明顯差異。八十九年仁愛之家中毒案，三條質
體分佈在於 10、20 與∼25Kb 大小，而九十年原住民食因性中毒案

則有 4.5、6、8.5、10 與∼20 Kb 大小之五條質體出現（如圖二）
，進
一步，比對相近分離時間、地點的菌株，其質體型態亦明顯差異（如
圖三、四）。另外，以 1-20 Kb 質體大小做為分型區分依據時，分析
由 89 年分離之散發菌株共 52 株，可區分成 9 型（P1-P9）
；相較於分
離於 90 年株菌株的 8 型（P1-P8）（如圖三、四）。
脈衝電泳法(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使用 Xba1 及 Spe-1 兩種限制脢脈衝電泳方法，區分食因性中毒
案件時，Xba1 分型圖譜顯示，主要差異處位於 480Kb、240Kb 及
96Kb；而另一種 Spe-1 限制脢則位於 144-48Kb 之間且兩案件間均有
明顯差異存在（如圖五、六）。
分析仁愛之家、原住民案件與散發菌株時，顯示彼此有明顯差異
圖形（如圖七、八），僅部分菌株相似；而以差異 4 條帶(含)以上為
分型依據時，對 128 株散發菌株進行分子分型時，Xba1 可區分 24 型
（X1-X24）（如圖九）
，而 Spe-1 則出現 23 型圖譜。進一步將特定五
種抗藥性菌株(ACSSuT 菌株與，ACSSu（I）T 菌株)，進行脈衝電泳
分析比較，圖譜顯示兩者菌株差異性不大但與一般敏感菌株也有明顯
不同（如圖十）。

(5)討論
沙門氏鼠傷寒桿菌是台灣地區主要食品中毒致病菌，常為食物或

肉類受到污染導致而腹痛、腹瀉等症狀，亦因症候輕微或不明顯遭忽
略，另外，在國內食因性中毒相關案件調查上，常僅限於人體致病菌
分離，無法究其根源（肉製品、蛋類等）所在進行追尋，因此，相對
於探討抗藥性及分子流行病學文獻並不多。本局為瞭解近十年來台灣
地區臨床分離的鼠傷寒桿菌抗藥性情形並分析其相關分子流行病學
特性。
實驗分析 1990-2001 年間 114 株鼠傷寒桿菌菌株，藥物敏感結果
顯示，單一藥物抗藥性比例以 streptomycin 84.2﹪最高，其次依序為
tetracycline 82.5﹪，chloramphenicol 71.9﹪，ampicillin 70.2﹪及
nalidixic acid 18.4﹪，顯示傳統一線藥物有 70-80﹪以上抗藥高比例
出現；在多重藥物抗藥比例方面，三種（含）以上藥物抗藥性比例占
75.4﹪，五種占 17.5﹪，七種以上則有 13.2﹪。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第三代頭孢子素 Ceftiriaxone 及 Quenolone 類的 Ciprofloxacin 藥物也
逐漸產生抗藥性，且特定分離的抗 Ceftiriaxone 及抗 Ciprofloxacin 藥
物菌株，幾乎對 10 種以上藥物均產生抗藥性，在醫界及防疫單位對
此類特定抗藥菌株，治療與監控上須特別考量。
有些菌株分離係屬於原發性的抗藥性(primary resistence)，亦即並
非病人接受過治療後，才產生抗藥性，因此，推想這些致病株可能在
動物體內（家禽類）即為抗藥性菌株，而此類動物常係養殖過程中抗

生素添加導致，未來若能進一步比對家畜類及其產品(蛋類或生雞肉)
所分離之鼠傷寒桿菌與人體分離鼠傷寒桿菌菌株之間差異性，或可釐
清菌株抗藥性增加是否與農業養殖生態有因果關係。
利用三組 invA、int 與 spvC 不同引子，對臨床分離鼠傷寒桿菌攜
帶毒素因子，進行 PCR 實驗檢測。結果顯示其中侵入深層內皮細胞
所必須之 invasion 基因，有 131 株佔 93.57﹪(131/140)比率；帶有經
由 site-recombination 機制的嵌入基因有 88 株佔 62.86﹪(88/140)，而
與毒力有關之 spvC 則有 107 株 76.4﹪陽性率(107/140)；而 20 株
ASSuCT 多重抗藥菌株及七種抗藥性菌株，則完全帶有 invA、int 與
spvC 三種基因。另外，兩中毒案件也顯示帶有三種基因，顯示是否
其菌株本身有較強致病性，須進一步分析菌株特性。
利用市售質體抽取試劑組，抽取菌株 plasmid-DNA 後，以電泳
分析其質體大小，取其特性為快速、方法簡便。本實驗分析 89 年及
90 年二件特定食因中毒案件菌株，結果呈現一致性之質體型別
P1( 10、20 與∼25 Kb)型及 P2( 4.5、6、8.5、10 與∼20 Kb)型，顯示
質體輪廓分型法，是可應用於分子流行病學事件調查。另外，進一步
分析 89 年分離之散發菌株共 52 株，可將其區分成 9 型（P1－P9）
；
而相較於 90 年菌株則出現 8 型（P1-P8）。因此，在對散發病例亦有
某程度分型效果呈現；然而細菌質體穩定性不夠，其再現性會因時間

或多次培養導致質體遺失而不足，因此採用質體分型時，建議以較穩
定 2Kb-25Kb 質體大小為分型依據為宜。
脈衝電泳分型法，廣泛使用於細菌分子分型與流行病學上調查
上，是目前流行病學上較被採認一種分型方法，其優點是再現性高、
穩定，而缺點是時間長、步驟繁瑣等。本實驗採用美國 CDC 最近 2001
年發表快速脈衝電泳分型法，其與本局以往使用方法（Gautom,1997
略加修改）
，最大差異在於，蛋白脢使用及作用溫度改變，使相對 lysis
與 wash 時間大為縮短，使其實驗僅須二天且分型效果良好。
實驗限制脢選擇，為已發表文獻上常用二種限制脢 Xba-1 及
Spe-1，脈衝電場方向以固定 120 度，電場轉換時間設定為 Xba-1, 5-35
秒與 Spe-1, 5-20 秒，電泳時間為 24 小時。由 Xba1 限制脢分型圖譜
顯示，二件食因性中毒案件，經限制脢切割染色體 DNA 大小位於 48
Kb-500 Kb 左右，主要差異處位於 480、240 及 96 Kb 有四條帶差異；
而另一種 Spe-1 限制脢則分佈於 48-288 Kb 大小，差異處則位於 50、
130 及 160 Kb 有三條帶差異；兩案件菌株圖譜顯示，應為不同菌株
來源，所區分成單一脈衝型別(X1 與 S1)。
進一步，分析案件與散發菌株間關聯性，比對八十九四月年仁愛
之家中毒案菌株與相近時間分離（八十九年五至九月）菌株進行分
析，僅部分少數菌株相似，而九十年四月原住民中毒案件中，比較九

十年五至六月菌株，有較相近菌株型態出現，然而這些分子相關性卻
無法確切釐清，相對地，在質體輪廓試驗分析上，案件與散發菌株間
關聯性亦無法明確區分。
分析 128 株散發菌株時，以差異 4 條帶(含)以上為分型依據時，
Xba1 可區分 24 型別（X1-X24）（圖九），而 Spe-1 則出現 23 型別。
顯示兩種限制脢均有明顯分型效果；相對於，本實驗亦選擇 Sfi-1 限
制脢進行分析，因其分型之條帶狀過多（圖形未顯示）而不利比對。
比較不同分離年份圖譜差異上，以 89、90 年分子差異性最大；可能
係收集菌株數較多之緣故；另外，特定 20 株五種抗藥性菌株(R-type，
ACSSuT 菌株)進行分析時，本身菌株圖譜差異性不大，但與一般敏
感菌株（S-type）則有明顯不同，可能為抗藥性基因變異或重組，導
致限制脢無法辨識，而這些差異是否在菌株上有特定意義性，須進一
步探討。

（6）結論與建議
結論
近十年來國內沙門氏鼠傷寒桿菌有抗藥性日趨嚴重情形，傳統一
線藥物有 70-80﹪有抗藥性，多重抗藥性菌株也逐漸增加，而頭孢子
素二代、三代抗生素及 quenolone 類藥物均有抗藥性菌株處生，值得
醫界在治療及防疫衛生單位疫情管制上加以重視。

探討源自人體沙門氏鼠傷寒桿菌致病株致病因子如侵入、嵌入及
毒力基因，分別為 93.57﹪、62.86﹪與 76.4﹪陽性率，尤其是 20 株
多重抗藥性及二件聚集案件菌株均完全攜帶有三種毒力基因，值得近
一步分析其菌株特性。
以質體輪廓分型法及限制脢脈衝式電泳法，對特定食因中毒案件
分析的一致性結果，顯示二種方法均可使用於分子流行病學案件調
查。因此對特定流行案件使用質體輪廓分型法有快速、省時之效，但
對散發性菌株無法區分時，則採用分型效果較佳且再現性的脈衝式電
泳法為宜。
建議
食物或肉類受鼠傷寒桿菌污染導致中毒案件甚多，但卻一直無法
釐清整個事件來龍去脈，導因於畜禽類及其產品檢測之鼠傷寒桿菌分
離，分屬不同單位農委會及藥物食品檢驗局職責，人體鼠傷寒桿菌是
本局業務範圍，若能整合不同單位，以整合型計劃或合作計劃，進一
步比對家畜類及其產品所分離之鼠傷寒桿菌與人體分離鼠傷寒桿菌
菌株之間差異性，或可釐清菌株抗藥性增加是否與農業養殖生態(如
畜禽類養殖過程之飼料添加抗生素等)有因果關係。
鼠傷寒桿菌抗藥性增加，建議醫界對抗生素過份使用應有警覺，
而農政單位對抗生素添加畜禽類飼料及其產品檢測，須進一步加強管

制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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