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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為了解侵犯性阿米巴疾病在愛滋病毒感染個案的發生率，我們在持續

性的觀察研究中，收集臨床診斷為侵犯性阿米巴疾病（invasive amebiasis）

的愛滋病毒感染個案。八年來，在列入追蹤的個案，已經達 716人，其中

已發現侵犯性阿米巴疾病個案已經達 37人，其中一人發生復發侵犯性阿米

巴疾病。由此結果看來，約有 5%的愛滋病毒感染個案發生侵犯性阿米巴疾

病，雖然發生率與其他常見、重要的伺機感染的發生率較低，但是，仍遠

超過西方國家的研究的發生率。 

為了解 IHA（indirect hemagglutination）呈現高效價反應（≧128）的個

案中，有多少人是愛滋病毒感染個案，但是並未被臨床人員查知，我們收

集送到醫檢部檢驗 IHA的臨床血液檢體，實施 HIV抗體檢驗，從研究開始，

已經收集 279個血液檢體，並實施 HIV抗體檢驗。在 279個案的血液檢體

中，55為愛滋病毒感染個案。截至 2002年 12月底，我們共發現 10個血液

檢體呈現高效價反應（≧128）的個案，其中 6位愛滋病毒感染個案（6/55 

vs 4/224, p<0.05）。由此初步的結果顯示，愛滋病毒感染個案較一般人容易

發生侵犯性阿米巴疾病。 

 

為了解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糞便中阿米巴原蟲的帶原率，我們收集住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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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共 94位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糞便檢體，實施阿米巴抗原檢驗，結果發現

其中 13位呈陽性反應，意即：13.8%的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糞便檢體中，帶

有阿米巴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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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cidence of invasive amebiasis (IA)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in Taiwan, we continued the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to identify patients with IA and a high titer of IHA (defined as a titer≥128). 

As of December 31, 2002, IA was diagnosed in 37 patients (5.2%) and a high 

titer of IHA was detected in 6.0%.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IA, as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cohorts, was not a rare disease in Taiwanese 

HIV-infected patients.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seroprevalence among HIV-infected and 

HIV-uninfected patients, we collected all blood specimens submitted for IHA 

and determined the anti-HIV antibody. Between November 2001 and December 

2002, 303 blood specimens were tested for anti-HIV antibody: 60 tested positive 

and 243 negative. Of the 60 blood specimens tested positive for anti-HIV 

antibody, 7 were also tested positive for IHA with a titer≥128, while of the 243 

tested negative for anti-HIV antibody, 4 were positive for IHA with a titer≥128 

(p=0.001). This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HIV-positive pati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IA than HIV-uninfected patients. 

In order to know the prevalence and /or incidence of intestinal carriage of 

Entamoeba histolytica/dispar, we collected 94 stool specimens from 94 

HIV-infected patients for ELISA to detect the adhesin of E. histolytica/dispar 

using ENTAMOEBA test (TECHLab, Blacksburg, VA). We found 13.8% of 

them were tested positive. The result demonstrated that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HIV-infected patients were colonized with E. histolytica/dispar. Further 

studies are need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 patients carry is pathogenic or 

non-pathogenic, or whether there is patient-to-patient transmission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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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anal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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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簡稱愛滋病毒﹞的患者，較一般人容易

發生腸道原蟲感染，其主要原因是患者的細胞免疫（cellular immunity）與

體液免疫(humoral immunity)功能，受到破壞，逐漸瓦解。因此，腸道抵禦

侵入原蟲的免疫功能逐漸下降。腸道原蟲感染的發生，主要是因患者飲用

了污染的食物或飲水而引起腸道發炎病變。而男同性戀患者在進行口交與

肛交的性行為中，更較其他患者容易感染腸道病原。根據國外的研究，在

愛滋病毒感染患者中，常見引起腸道發炎病變的腸道原蟲，包括：

Cryptosporidium parvum、Cyclospora cayetanensis、Entamoeba histolytica、

Giardia lamblia、microsporidia、Isospora belli、trichomonads等[1-3]。 

台灣地區愛滋病毒感染患者的盛行率相較於西方或亞洲其他國家，仍然

較低。雖然感染人數不多，但因為台灣地區地狹人稠，極適合腸道病原的

傳播。過去十五年來，台灣地區愛滋病毒感染患者較常見的腸道原蟲的病

原，因缺乏廣泛和系統性研究，因此病原種類並不清楚。根據臺大醫院愛

滋病防治中心在過去的，觀察發現多例 Entamoeba histolytica造成腸炎和肝

膿瘍 [4]。這個觀察結果，值得注意；原因是，男同性戀侵犯性阿米巴感

染，在過去十餘年來一直被西方學者認為是極為罕見的腸道感染[5, 6]。儘

管他們在男同性戀者的腸道排泄物中發現，有多達 30%男同性戀者帶有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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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原蟲[5]。但罕見有人發生臨床病症。過去，西方學者慣將罕見侵犯性阿

米巴腸道感染的觀察結果歸因於：這些患者腸道所寄生的阿米巴原蟲是屬

於無致病性的原蟲[5, 6]。但是，我們在臺大醫院卻發現有多例侵犯性阿米

巴感染。而且，許多個案都以侵犯性阿米巴感染為愛滋病毒感染的最初表

現，他們 CD4+淋巴球也顯著地較其他愛滋病毒感染者高 [4]。最近，在韓

國的研究人員也有類似這樣的觀察結果[7]。在台大與韓國的研究中 

[4,7]，雖然都沒有以 ELISA檢定這些病原是否為致病性的阿米巴原蟲，但

是，兩地所見的病例的臨床表現，確實符合這是因具致病力的阿米巴原蟲

所致。造成東西方觀察差異的可能原因是：是否東方國家愛滋病毒感染患

者腸道可能較多人帶有具致病力的原蟲。想要回答此問題，唯有靠前瞻性

長期的觀察研究。 

因此，為了確實明瞭台灣地區愛滋病毒感染患者，為何出現較多的侵犯

性阿米巴原蟲感染的個案，是否因為臺灣地區的患者腸道帶有的是具致病

力的阿米巴原蟲腸道原蟲，而不是像國外感染者常帶有的是非致病性的阿

米巴原蟲腸，我們將進行一前瞻性的流行病學研究，利用特殊抗原檢驗糞

便檢體，協助診斷。 

我們也希望藉由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以確知其感染阿米巴原蟲感染途徑

或危險因子，從而提昇防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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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與方法】 

（一）、侵犯性阿米巴疾病在愛滋病毒感染個案的發生率： 

針對門診或住院中愛滋病毒感染病患，我們例行實施 IHA檢驗；病患如有

腹瀉現象，我們會實施至少三次的糞便檢驗，檢查是否有阿米巴原蟲的囊

體或營養體；對於發生肝膿瘍的案例，我們會抽取肝膿瘍，並且實施 PCR

檢查，以確認為侵犯性阿米巴疾病。PCR的實施方法，已於以前發表的論

文中詳述 [8]。 

（二）、愛滋病毒感染者是否較非愛滋病毒感染者容易發生侵犯性阿米巴疾

病：我們收集送到醫檢部檢驗 IHA的臨床血液檢體，實施 HIV抗體檢驗，

藉以了解愛滋病毒感染者與非愛滋病毒感染者中，有多少人是 IHA（indirect 

hemagglutination）呈現高效價反應（≧128）。檢驗 HIV抗體的研究人員，

並不瞭解檢體來自愛滋病毒感染者或非愛滋病毒感染者。 

（三）、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糞便中阿米巴原蟲的帶原率：我們持續收集門診

或住院中愛滋病毒感染病患的糞便，以 ENTAMOEBA TEST(TECHLab, 

Blackburg VA)實施 ELISA，檢測阿米巴原蟲的抗原。如果呈陽性反應，再

將此檢體實施 PCR，確認其為致病性阿米巴原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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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一）、侵犯性阿米巴疾病在愛滋病毒感染個案的發生率：我們在持續性的

觀察研究中，收集臨床診斷為侵犯性阿米巴疾病（invasive amebiasis）的愛

滋病毒感染個案；在列入追蹤的個案，已經達 716 人，其中已發現侵犯性

阿米巴疾病個案已經達 37人，其中一人發生復發侵犯性阿米巴疾病。九位

病患肝膿瘍的抽取液經 PCR發現有致病性阿米巴原蟲。由此結果看來，約

有 5%的愛滋病毒感染個案發生侵犯性阿米巴疾病；而血清中出現高效價反

應的盛行率有 6.0%。雖然發生率與其他常見的伺機感染的發生率較低，但

是，仍遠超過西方國家的研究的發生率。例如：在美國近四萬人的回顧性

研究中，大多數愛滋病毒感染者是男同性戀者，研究人員發現，僅有四人

發生侵犯性阿米巴疾病。 

（二）、愛滋病毒感染者是否較非愛滋病毒感染者容易發生侵犯性阿米巴疾

病：我們收集送到醫檢部檢驗 IHA的臨床血液檢體，實施 HIV抗體檢驗，

藉以了解愛滋病毒感染者與非愛滋病毒感染者中，有多少人是 IHA（indirect 

hemagglutination）呈現高效價反應（≧128）。從研究開始，已經收集 304

個血液檢體；檢驗者在未知血液檢體是否來自愛滋病毒感染者，逐一實施

HIV抗體檢驗。在 304個案的血液檢體中，60為愛滋病毒感染個案；我們

一共發現 11 個呈現高效價反應（≧128）的個案，其中 7 位愛滋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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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7/60 vs 4/243，p=0.001）。由此初步的結果顯示，愛滋病毒感染者較

一般人容易發生侵犯性阿米巴疾病。 

（三）、為了解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糞便中阿米巴原蟲的帶原率，我們收集住

院和門診共 94位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糞便檢體，實施阿米巴抗原檢驗，結果

發現其中 13位呈陽性反應，意即：13.8%的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糞便檢體中，

帶有阿米巴原蟲。這帶原率和國外男同性戀者相似或稍低。但是，我們卻

發現較多的侵犯性阿米巴疾病。因此，我們的帶原者，可能較多帶有致病

原蟲。不過，這有待後續 PCR檢驗。 

侵犯性阿米巴疾病在愛滋病毒感染個案的發生率和 IHA的臨床血液檢

體實施 HIV抗體檢驗的部份，檢體數仍嫌不足。我們認為應再持續本計劃

進行，以多年持續的追蹤，冀望能取得每一位感染者多次的糞便檢體。藉

此，應可在往後收到足夠的糞便檢體、個案，以供有意義的統計分析，如

此才能有助於瞭解侵犯性阿米巴疾病在愛滋病毒感染個案的發生率和出現

高效價 IHA的臨床血液檢體是否應實施 HIV抗體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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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阿米巴感染確實是愛滋病毒感染者中重要的腸道寄生蟲感染，若是感染者

所帶原的是致病性原蟲，那麼，我們所擔心的是，藉由糞口傳染，致病性

阿米巴原蟲將會傳染一般非愛滋病毒感染者，這將是公共衛生的一大隱

憂。因此，我們建議高危險群的男同性戀者應注意個人衛生，避免高危險

行為；男同性戀者應定期接受糞便檢驗，如果帶有致病性阿米巴原蟲，應

考慮接受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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