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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中文中文中文中文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1. 透過現有資訊系統的相互連結，建立電腦輔助人工感染個案判定系統，

以有效早期偵測可疑個案。 

2. 將運用醫療資訊系統的實驗室抗微生素製劑抗藥性檢驗資料庫，建立監

測機制，進行資料監測分析及異常警示運算，並經由「統計管制流程

(SPC)」中「管制圖」視覺化的呈現，協助感控人員掌握各項監測對象

的現況，能迅速有效地進行介入措施。98年完成 C chart ，99年完成 G 

chart 各項功能 

3. 規劃建構全國微生物資料庫上傳作業。 

4. 探討運用已知感染個案資料庫之特性，預測可能的感染個案之可行性。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依研究目的規劃五大工作項目： 

第一部份為電腦輔助人工醫療相關感染個案判定系統；以醫療相關血流

感染與泌尿道感染為例； 

第二部份為臨床微生物(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s)即時監測系統G 

chart 各項功能； 

第三部份為臨床微生物管制圖； 

第四部份為規劃全國微生物資料庫上傳； 

第五部份為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感染控制可行性之評估。 

主要發現主要發現主要發現主要發現：：：：  

第一部份電腦輔助人工醫療相關感染個案判定系統：經比對程式自動

收案與人工收案，醫療相關血流感染與泌尿道感染之程式正確率分別為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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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二者間差距甚遠，乃因程式嚴守美國 CDC收案定義中發燒條

件需大於 38℃，而人工判定則同時考量臨床變化，等於或小於 38℃仍進行

收案。後者除了有尚有其他症狀可符合收案條件，個案發燒原因可能非尿

路感染，僅因符合尿液分析條件，即達到收案條件；後者比較不同部門在

做線性回歸與相關係數的計算，得到 R平方係數（R square）為 0.982，顯

示所得到的結果在分布與趨勢上是非常相像的，由此可作為單位品質管理

監控之參數。 

第二部份為臨床微生物(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s)即時監測系

統：以其中 E. faecium (VRE)為例，比對微生物實驗室 PFGE脈衝式電泳檢

驗結果，檢測本系統之敏感度與特異性，以 2個 SD+80%可達到 100％，較

與 3個 SD+80%、三個值連續上升狀態之精確度更佳。本系統每天大約節省

了感控人員的偵測工作 8 個人時，而且也讓偵測的正確率由 63%提升到

100%，而這些案例中，隔離執行率由 16%提升到 25%。 

第三部份為臨床微生物管制圖：98年本系統完成 C-Chart、99年接續

完成 G-Chart功能，經由「統計管制流程(SPC)」中「管制圖」顯示微生物

數量與事件發生頻率、變異，是否超出正常範圍，經由畫面呈現警示訊號，

提醒臨床同仁採取相關防護措施，達到監測的目的。系統尚需逐步建立資

訊自動警醒功能，以於異常狀況即時，為感控人員爭取時效及早進行單位

改善作業。 

第四部份為規劃全國微生物資料庫上傳：包括資料之擷取、比對、對

應、分類、衝突解決及偵測及呈現等。 

第五部份為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感染控制可行性之評估：本系統利用

線上資料庫結合已知的危險因子，使用十三個簡單的特徵值，預測流行病

學重要的微生物，敏感度達 67％、特異性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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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感染群突發或醫療相關之異常事件發現機制包括每日監看微生物資料

庫，檢驗或檢查單位發現報告，單位同仁自主健康管理，以及單位同仁的

臨床警覺。其中最可靠的系統是感染管制人員，而資訊系統可協助監看微

生物資料庫。實際作業上，最靈敏而迅速的機制經常是單位同仁的臨床觀

察，而單位如何有警覺且即時反應給感控單位，乃建立在感控同仁平日定

期訪查單位，藉由協助單位進行品管、協助處理群突發事件等，塑立感控

專業形象，單位同仁因此知道當懷疑有人、時、地群聚現象，可向感控同

仁求助。如此綿密的系統依賴人際間互動及專業訓練，是資訊系統未能取

代的。而資訊系統的導入協助感染控制監測作業的時效和精確度，輔助感

控人員做更正確及快速的決策。並將省下來的時間，讓感控人員能著力於

同仁的教育，實地稽核及協助單位品管活動等，以提升醫療品質與病患就

醫的安全性。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本系統建置過程配合台大醫院病歷電子化開發，前述各項成果取決於

電子病歷成熟度，越是完備的資料庫，越是能提高系統程式準確度，方有

進一步分析之效能及應用價值。因此建議未來推廣其他醫療院所時，應優

先考量該院所病歷電子化條件。 

美國 CDC醫療相關感染收案定義在推動全國依循之際，建議須階段性

檢討其適用性，譬如發燒標準以相對溫度異常值取代絕對值，較能接近臨

床判定標準。 

國際間抗藥性細菌異常事件頻傳，中央主管機關若能鼓勵醫療院所病

歷電子化開發，建置上傳平台透過系統加以運算分析，並於異常事件時警

示使用端相關訊息，甚至進行分析預測，如此回饋機制能有效促使醫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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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病歷電子化開發之動機，並使主管機關確實掌控全國微生物資訊。 

中文關鍵詞中文關鍵詞中文關鍵詞中文關鍵詞：：：： 醫療相關感染、抗藥性細菌、管制圖、資料探勘、預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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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Objects:  

1. To develope and pilot test the web-based, computer-assisted,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HAI) surveillance system. 

2. To established the web-based,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surveillance 

systems and adopt statistic process control as a tool for monitoring 

3.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web-based, national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MDRO) surveillance systems  

4. To develope and pilot test data mining techniques in determination of the 

riks of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colonization or infection. 

Methods:  

There are five major parts in this research: 

1. To develope and pilot test the web-based, computer-assisted, HAI 

surveillance system (HAISS) for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UTI) and 

bloodstream infection (BSI) according to current USA CDC and Taiwan 

CDC case definitions. 

2. To established the web-based, real-time, automatic MDRO surveillance 

systems (MDROSS) 

3. To adopt statistic process control as a tool for monitoring of MDRO disease 

burden, both hospital-wide and at unit level, facilitating intervention by 

infection control personnel and improving compliance of contact precaution 

by healthcare workers 

4. To establish the components of the web-based, national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surveillance systems and discuss the obstacle 

5. To develope and pilot verify data mining techniques in determination of the 

riks of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colonization or infection using limited 

limite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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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1. The performance of HAISS was first determined at individual level and 

showed that the accuracy is 81.9% for UTI and 23.1% for BSI.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HAISS for BSI are multifacet. First, the system only 

can use the data available in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such as 

demographic data, microbiological data, and pharmacological data. Whil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 in under developing in this hospital, clinical 

information are not yet included in HAISS. The performance of HAISS 

determined at unit level showed that the correlation of numbers of UTI 

episodes determined by infection control nurses and HAISS was excellent. 

The squar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982. Besides, the time trends were 

parallel. These preliminary findings suggest that HAISS provides a practical 

measures of HAI as the quality indicator, but not for health care for an 

individual patient. 

2. MDROSS monitors a set of MDRO at predefined intervals automatically 

and presents the number of MDRO isolates, patients or incident patients, 

hospital-wide and at unit level. This system also provide detail list of 

individual patient to facilitate infection control personnel to notify the 

medical staffs that the patients have MDRO colonization or infection and 

whom need special isolation precaution. The performance was evaluated 

when we first adopt this system. It saved up to 8 person-hours per day for 10 

infection control personnel to identifying and monitoring MDRO and the 

proportion of MDRO identified has been raised from 63% to 100%. The 

proportion of contact precaution initiated within 24 hours of reporting 

increased from 16% to 25%. 

3. We adopt statistic process control (SPC) or control chart to analyze data 

variation for a set of MDRO isolation in clinical microbiological laboratory. 

SPC is first used in industries to help understand, control and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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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Recently, SPC is also adopted in healthcare settings for clinical 

medical management or adverse events detection. We have implemented 

and provide function of c and g chart. The systems aim to shorten the 

interval from occurrence of events to detection of the events and thus 

intervention. The control chart (c, g) system is designed to send 

out-of-control alarm (potential adverse events) automatically. However, this 

goal is not achieved yet. First, data should be checked before analysis to 

determine the distribution in order to select optimal SPC based on 

predefined criteria. Second, when data are at out-of-control range, a signal 

will send to predefined personnel for confirmation or action.  

4. The components of the web-based, national 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surveillance systems include data acquisition, alignment, mapping, 

classification, detec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resentation, etc. The 

obstacle is also described. 

5. We utilize data mining technique to define the risk of 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 an important MDRO based on TNIS data. We used 

limited data source, 13 features are selected and a 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 classifier was trained on randomly assigned 800 cases, and verify 

in other 200 cases. Sensitivity was 67%, specificity 69%, accuracy 68%. 

Based on this pilot effort, there raises a potential opportunicity to utilize 

data mining to identify patients at high risk of selected MDRO colonization 

or infection. This risk assessment provides the rationale for empirical 

contact precaution or active microbial surveillance in cost-saving manner.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mputer-assisted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HAI or MDRO are paramount important to enhance surveillance 

efficieny or quality and shorten the interval between event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vention. The adverse events are defined either based on number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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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s at out-of-control range or clustering. Besides, the surveillance system 

will save time and labor and facilitate infection control nurses to more available 

to provide education, visit the wards, audit the performance of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as well as prompt investigate any infection control adverse events. 

Through aforementioned efforts may provide safer care through clean care and 

reinforce other surveillance system which depends on every healthcare worker. 

All these depend on face-to-face interac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med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not and will not replaced the role of 

infection control personnel.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system do provide a 

timeliness and accuracy of surveillance for MDRO and HAI, facilitate infection 

control staff to perform decision-making more efficiently. And save time for the 

infection control personnel to focus on peer education, field auditing and quality 

control activities to assist units to improve health care quality and patient safety 

of health care. 

Suggestion:  

Facing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MDRO of specific antibiogram or 

resistant mechanism, development of nation-wide, real-time, automatic 

surveillance system (MDROSS) and adopt SPC to detect aberrant signal are 

important.  

All these systems have been developed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HI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he performances depend on the maturity of HIS and/or 

EHR. That is, the more comprehensive the database, the better accuracy, 

particularly for HAISS, will be achieved. Therefore, when evalu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these systems nation-wide, we suggest adopt 

MDROSS first and apply HAISS to healthcare seetings with better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or EHR. U.S. CDC definitions of HAIs were adopted 

nation-wide and international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HAI definition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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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eviewed periodically for its applicability. There are issues remained 

unsolved. It became one of the obstacles to develop HAISS or improve 

performance. Besides, when case definitions are revised, the HAISS should be 

revised as well. Furthermore, to improve feasibility of HAISS,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should encourage and reward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development the EHR.  

Key words: Active surveillance, virtual surveillance,data mining, mathematical modes, 

pattern identification, 3-tier web application，Semantic Web，Ajax，HL7，Web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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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面對因醫療進步所伴隨之挑戰，醫療相關感染控制為醫療品質及病人安

全重要的一環。醫療相關感染的監測乃為首要工作，然後對這些問題進行

介入改善措施。積極監測結合的多學科的感染控制計劃也已被證明是有效

的。現行院內感染監測系統完全依賴感控護理師例行逐筆查檢臨床微生物

報告，經實際查閱病歷醫療護理紀錄、醫療措施、檢驗及影像醫學報告，

依監測定義進行醫療相關感染個案判定，填寫收案紀錄卡，逐筆鍵入資料

庫，每個月彙整分析。人力之負擔、收案完整性及時效性仍有相當大的努

力空間。此外，自民國 88年 6月起陸續增加許多法定傳染病。感控人員須

核對填報內容之完整性、收集及傳送檢體、病情追蹤、追查及通知檢驗結

果，啟動相關感染管制措施等。SARS期間，感控有限的人力不足以同時兼

顧疫情監控及院內感染監控，也無法進行各單位感染管制措施例行性定期

稽核、監測，如標準防護之執行狀況。加上許多醫院床數逐年增加，且增

設特殊醫療單位，以有限的感控人力，感染管制的監測之完整性，面臨嚴

重挑戰。目前各醫院作業系統逐漸資訊化，如何透過現有資訊系統的相互

連結，建立電腦輔助人工感染個案判定系統有效早期偵測可疑個案的監測

模式，詳如表一，及時介入感染控制措施以阻絕疫情的擴散為本研究欲探

討之重點。 

此外，抗藥性細菌為國內醫藥界遭遇之重大難題，目前國內抗藥性微

生物相關的監測系統，依賴專業人員的經驗及警覺，資料收集常需耗費大

量的人力查閱相關資料逐例檢視，時效性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本系統

運用醫療資訊系統的實驗室抗微生素製劑抗藥性檢驗資料庫建立監測機

制，每日進行資料監測及異常警示運算，進行系統分析後，經由「統計管

制流程(SPC)」中「管制圖」視覺化的呈現，讓感控人員明瞭單位中各項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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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對象的現況，並掌握全局，能迅速有效地進行介入措施。並提供科學證

據，做為相關決策之依據。對於罕見事件或資料分部非屬常態分布時，98

年完成 C chart可能造成誤判，因此，99年接續進行 G chart程式。 

如何運用各醫療院所的實驗室抗微生素製劑抗藥性檢驗資料建立全國

性監測機制，亦為本研究之另一重點。以本院微生物資料庫為例，完成具

有偵測和管制效能功能之系統，本報告將針對建構全國微生物資料庫上傳

作業進行規劃及注意事項、說明。 

在本研究中，採用資訊探勘(Data Mining)技術進行資料庫的再分析，包

括預測模型（Prediction Model）的建構或是隱含規則（Rules，Patterns）的

發掘，以發現資料庫擁有者先前關心卻未曾知悉的有價值資訊，找尋隱藏

在資料中的訊息，如趨勢（Trend）、特徵（Pattern）及相關性（Relationship）

的過程。在本研究中，我們針對病患的人口學資料、住院天數、疾病類別、

微生物檢查資料、抗生素使用情形、曾採取之侵入性措施等資料與院內感

染發生之相關性，進而建立輔助感控人員收案之輔助系統。並探討將資料

探勘技術應用於感染控制上的準確度，以評估本系統協助感控人員預測可

能的感染個案之可行性。 

綜上所述，本計劃成果分成五大部分呈現完成的工作項目，如圖一所示： 

第一部份為電腦輔助人工醫療相關感染個案判定系統； 

第二部份為臨床微生物(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s)即時監測系統； 

第三部份為臨床微生物管制圖； 

第四部份為規劃全國微生物資料庫上傳； 

第五部份為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感染控制可行性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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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電腦輔助人工醫療相關感染個案判定系統電腦輔助人工醫療相關感染個案判定系統電腦輔助人工醫療相關感染個案判定系統電腦輔助人工醫療相關感染個案判定系統 

材料與材料與材料與材料與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此系統實作兩種主要的醫療相關感染支援決策路徑，包括醫療相關尿路

感染與醫療相關血流感染。系統共分為四部分，如圖二所示：一、資料蒐

集，程式先蒐集由系統外部資料庫提供檢驗報告以及系統內部資料庫提供

的醫令、手術、體溫、診斷、藥物記錄及報告等，經由特定的篩選規則，

傳入案例判別系統；二、醫療相關感染案例之判別，利用前述程式蒐集的

資料，根據定義出的收案決策路徑，選出符合醫療相關尿路感染與醫療相

關血流感染的案件；三、菌株整合與資料正確性調整系統，系統在此步驟

檢查既有收案記錄，刪除重複收案菌株及作菌株資料合併，以及檢查歷史

醫療紀錄，確認感染單位等；四、與現有輔助人工收案之感染卡系統結合，

作資料的呈現與提醒，並配合報表系統作統整分析。以下針對這四個部份，

以四個次章節進行報告。 

一. 資料蒐集系統 

在此部分包括資料的蒐集與篩選，為了完成醫療相關案例的判別，首先

由於 LIS系統使用 Sybase資料庫，與 HIS系統之 Oracle資料庫相異，故使

用 LIS 所提供之 web service擷取所需的檢驗報告，包括微生物鑑定、微生

物抗生素感受性測試以及尿液白血球和亞硝酸鹽化學檢驗報告等，並將初

步符合收案條件之檢驗報告存入內部資料庫中，方便日後的取用。完成外

部資料的取得後，再經由內部資料庫取得醫令、手術、體溫、護理紀錄、

診斷、藥物記錄及報告等， 完成資料蒐集後，將資料統整並匯入感染案例

判系統。 

二. 感染案例判別系統 

本系統主要使用 C#語言以及 ASP.NET開發平台，C#是由微軟公司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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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一種物件導向語言，運作於.NET Framework之上；而 ASP.NET是由微

軟在.NET Framework框架中所提供，可供網頁處理、擴充以及 HTTP通道

的應用程式與通訊處理等工作。除此之外為了提高系統的可適性，與台大

醫院的各系統相同，我們使用服務導向架構 (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來確保系統能容易的被重複取用，此架構是一種新興的系統架

構模型，其主要概念是針對需求組合而成的一組軟體元件，組合的元素通

常包括：軟體元件、服務及流程三個部份。最後因希望使系統可移植至其

他機構，資料取用部分依據 Health Level 7(HL7)標準，以利未來整合。在感

染卡呈現介面方面，感染卡的格式使用可延伸標示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簡稱 XML），此語言使用電腦所能理解的資訊符號，在電腦之

間可以處理包含各種資訊的文章等，利用 XML 可提供電腦容易辨別的資

料 ，提升未來資料處理的方便性。 

此系統中醫療相關尿路感染與醫療相關血流感染案例之決策路徑，醫療

相關泌尿道感染之決策路徑依據美國 CDC 2004年版醫療照護相關收案定

義，詳如附錄一；同時，因應全國於 99年採用美國 CDC 2009年版醫療照

護相關泌尿道收案定義，本系統經多次會議確定細部操作型定義於 99年 10

月下旬開始進行程式設定，詳如附錄二；而醫療相關血流感染之決策路徑

則是依據美國 CDC 2008年版醫療照護相關收案定義，詳如附錄三，並依醫

院慣例增添特殊收案路徑，以符合醫院文化與需求；經由決策路徑的選擇，

系統將符合任一設定條件之資料傳入菌株整合與資料正確性調整系統。 

三. 菌株整合與資料正確性調整系統 

在此系統中，根據以下條件作菌株的刪除與整併： 

當收案菌株已在同帳號的感染案件資料中，而抗生素感受性相差小於兩

個，且在兩筆檢驗報告間病患並無任何康復跡象時，將此菌株刪除。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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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康復跡象定義為： 

1. 與菌株無關的收案條件（1.4、1.7）成立時，搜尋前後三天符合 U/C≧

105(fungus≧104)的菌株，一併寫入感染案件資料。 

2. 收案時發現前七天內有收案資料，若菌名不同，或是抗生素感受性相差

超過兩個，則將此次收案菌株加入前七天的內之感染卡，以完成收案資

料整併的程序。如圖三所示，(a)為整併前之原始資料，(b)則為整併後

之確定資料。 

除此之外，在此部分同時處理感染單位的修改與調整，包括前次離院日期

未滿兩天，轉科部及病房未滿兩天者，都須做特殊的處理與修改。 

四. 資料呈現 

完成了上述兩部份的資料分析後，將符合收案條件之資料，與現有感染

卡收案系統合併，以統一感染案例的呈現頁面及操作方式。符合系統自動

收案條件之案件，在感染卡系統中以藍色表示，如圖四所示，並利用感染

卡呈現系統將所有人工判別所需之資料一併讀入畫面，使用者根據自動收

案系統之資料與提示，可以快速的完成收案的作業，取代人工搜尋分散在

系統各處的資料的舊有收案流程，如圖五所示，除此之外，為了加速感控

人員稽核程序，將收案條件等細節寫入感染卡之備註欄位，使收案原因更

透明。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為檢視本系統效能、適用性設計了三種指標，包括使用電腦自動收案結

果與人工收案結果做正確率的計算，以及比對在各個部門內，人工收案與

電腦自動收案的案例數目之相關係數計算，最後則是完成收案程序所需之

時間比較。 

1. 醫療相關尿路感染監測系統效能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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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確率的計算方面，針對 98年 6-11月住院病人做醫療相關尿路感染

自動收案系統的測試，由感控人員擔任對照組，採用現行人工作業方式，

以完整病歷紙本資料，進行人工判讀符合監測。而電腦程式依據現有電子

病歷系統，相關資料庫進行判定收案，包括基本資料、轉床紀錄、體溫記

錄(非加護單位)、檢醫報告等，分別對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案例的收集，比

較前後的差距之效率評估。本系統評估以雙盲的方式，藉此觀察判定收案

成立的正確率。經比對程式正確率為 81.9%，詳見表一。 

除此之外，因期望電腦自動收案系統能帶來更穩定與系統化的數據，在

此分析比較醫院的 22個部門在兩種不同收案方法下所得到的案例數目，並

做線性回歸與相關係數的計算，如圖六所示 X 軸為人工收案所得的結果，

Y軸為電腦自動收案所得的結果，在此分析中，可得到R平方係數（R square）

為 0.982，顯示自動收案與人工收案所得到的結果，在分布與趨勢上是非常

相像的，由此提升系統的信賴度。 

2. 醫療相關血流感染系統效能評估 

在醫療相關血流感染方面，如同醫療相關尿路感染的評估方式，首先針

對系統的正確率作分析，比對 98年 9月 1-15號的收案資料，發現系統

能從人工已確認的案例內準確辨認出 23.1%的資料，準確度不甚理想，

乃因程式嚴守美國 CDC收案定義中發燒條件需大於 38℃，而人工判定

則同時考量臨床變化，等於或小於 38℃仍進行收案。除此之外，系統

也可額外選出人工可能遺漏的案例，約占收案總量的 17.3%，已達到協

助收案的功能。 

如同尿路感染自動收案評估，分析比較醫院的 22個部門在兩種不同收

案方法下所得到的血流感染案例數目，並做線性回歸與相關係數的計

算，如圖九所示 X軸為人工收案所得的結果，Y軸為電腦自動收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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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結果，在此分析中，可得到 R平方係數（R square）為 0.992。 

3. 各種醫療相關感染收案所需時間評估 

人工判定作業必須經初篩所有檢驗資料，經閱讀完整病歷紙本資料，進

行專業判定作業，平均每 53.1分鐘完成一人次個案收案。平均每月判定作

業所花費時間約 304小時。而本系統判定所花費時間每月約 1小時 10分鐘。

而比對人工收案延遲時間平均每筆延遲 25.3小時(1.1~267.5小時)，程式再

如改善程式的正確率，將更能達到節省人力的效益。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一. 正確性評估：假設發現的案例集合為 A；實驗組將採用監測系統，去

進行機器的檢索，假設發現的案例集合為 B。以圖八集合圖來表示 A

與 B的關係。 

  A：人工判讀發現的案例集合 

  B：機器判讀發現的案例集合 

  C：A ∩B。我們假設 C中，都是真的感染案例 

  D：(A – C)中，仍然是真的感染案例 

  E：(B – C )中，仍然是真的感染案例 

1. 監測系統發現的假警報： B C E

B

− −
可以越小越好。 

2. 監測系統沒發現的真正案例： D

A
可以越小越好。 

二. 截取線上資料，相同 login No.以「最終報告」( Final report)優先、其次

為「初步報告」(Preliminary report)。 

三. 現有電子病歷系統缺乏症狀資料庫或病程進展紀錄資料庫，故目前泌

尿道感染之症狀，僅包含體溫資料庫，也是系統精確度影響因素之一。 

四. 因部分單位如加護單位，體溫登錄系統未上線，故可能因此遺漏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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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誤收為無症狀泌尿道感染。可藉此檢視有體溫資料庫與否，本系統

之執行效能。 

五. 若個案符合收案條件中所列之收案條件（如尿路感染之 1.3、1.4、1.5

及 1.7），而無臨床微生物培養資料，人工判定作業極可能遺漏此個案。

在本程式判定系統中 99年 11月及 12月此類個案佔判定收案個案人次

約 25％。在抽閱完整病歷紙本資料，進行專業判定作業確認自動收案

合理性前，預期可能原因： 

1. 前揭收案條件必須有 2個(含)以上症狀(1歲以下幼兒除外)，現階段僅

有體溫資料庫以及解尿困難、頻尿等護理紀錄資料庫的資料。 

2. 個案發燒原因可能非尿路感染，僅因符合尿液分析條件，即達到收案

條件。 

六. 目前系統未能辨視該病人之尿液培養微生物與抗生素使用間之影響

性，可能因此遺漏符合收案條件 1.7之個案。 

七. 臨床人員開立處方時，是否皆能完整紀錄開方原因是否與泌尿道感染

有關，影響收案條件 1.7之完整度。 

八. 除了效能評估，建議進行便利性評估，將設計問卷，進行訪談，並套

用統計分析，來數量化使用便利性，以後續研修發展更便利於使用者

的系統功能。 

九. 2004年泌尿道感染收案定義程式設定之說明與限制、檢討，詳如附錄

四。 

十. 在所使用的培養資料中，血液培養資料常有長期處於＂待確認報告＂

之問題，影響收案結果，目前先以特殊字串篩選出初步報告，以確保

收案菌株資料的完整性。除此之外，經測試發現菌株資料無抗生素感

受性實驗，菌量又少時，較無參考價值，同時將菌株資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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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由於醫療相關尿路感染決策支援系統提供穩定且即時的收案資料，故在

院內各項品管競賽中，能判別單位品管之優劣，減少人為造成的偏差；另

外，可利用此資料判別作業流程改進或加強品管控管是否能成功的使感染

率下降等，發揮電腦系統快速，無偏差的特性。 

本系統自動且即時的監測醫療相關之尿路感染，利用電腦自動判別及系

統整合呈現複雜的資料，節省了大量的感染控制人力，並且避免了人為不

經意，經驗不足造成的錯誤。並且由於本系統採用了服務導向架構，因此

可以很簡單的提供相同的服務給其他的醫療資訊系統。在未來，本系統將

朝向後續的資訊整合方向進行，以提高收案效率即收案正確率。 

目前完成泌尿道感染及血流感染之收案自動化評估，其他醫療照護相

關感染部位之初步評估，如表二，可做為未來計畫新增其他醫療照護相關

感染部位之考量。 

本系統建置過程配合台大醫院病歷電子化開發，前述各項成果取決於

電子病歷成熟度，越是完備的資料庫，越是能提高系統程式準確度，方有

進一步分析之效能及應用價值。因此建議未來推廣其他醫療院所時，除了

材料與方法段所提的 LIS系統、C#語言以及 ASP.NET開發平台、感染卡呈

現介面格式使用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等軟體條件，更重要的是資料

取用部分依據 Health Level 7(HL7)標準，以利各醫院系統間之整合。除此之

外，介接醫院應優先考量該院所病歷電子化條件，是否具備基本電子資料

例如基本資料、診斷、診療醫令、檢驗醫令、檢驗微生物報告與抗藥性結

果、症狀、歷史收案院內感染資料等。 

美國 CDC醫療相關感染收案定義在推動全國依循之際，建議須階段性

檢討其適用性，譬如發燒標準以相對溫度異常值較能接近臨床判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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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部份部份部份部份、、、、臨床微生物管制圖臨床微生物管制圖臨床微生物管制圖臨床微生物管制圖    

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    

本系統經由「統計管制流程(SPC)」中「管制圖」顯示微生物數量與事件發

生頻率、變異，是否超出正常範圍，經由畫面呈現警示訊號，提醒臨床同

仁採取相關防護措施，達到監測的目的。Walter A. Shehart於 1920年提

出「統計管制流程(SPC)」和「管制圖」等概念，並認為工作可以被視為一

連串相關之流程，經由了解流程中之變異提出適當的決策以提高產品或服

務的品質。其中「統計流程管制」即用來分析資料變異是否合理、可接受

或屬於非隨機因素影響的一種工具。變異被 Shewart 分為可歸因

(assignable)與不可歸因(unassignable)，並進一步探討流程中可歸因的

變異。爾後，Deming 又將「可歸因變異」以及「不可歸因變異」修改為「一

般原因變異(common causes of variation)」以及「特殊原因變異(special 

causes of variation)」。 

管制圖是 SPC 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利用圖形呈現出流程變異，同時

結合時間序列分析。其基本架構包含中央線(平均值/中位數)、上管制線

(UCL)、下管制線(LCL)，在一般沒有標準值的情況下，管制線之計算方法

為中央線加減 k 個標準差，若樣本點落在上下管制線內且沒有特殊趨勢則

可以假設只有「一般原因變異」發生，而流程稱為「統計控制狀態(state of 

statistical control)」，反之，則有「特殊原因變異」。判斷管制圖是否

有特殊原因變異可使用 Nelson測試規則，詳如表七，或依各單位需要自行

設定規則。而 Nelson測試規則中，區域劃分的依據為：C區為平均值加減

一個標準差、B 區介於一至二個標準差之間、A 區則介於二至三個標準差之

間，以圖十一為例。然而管制圖使用中常常會面臨到 LCL=0 的情況，而降

低偵測的敏感度。遂有學者提出改良方法：以機率為基礎的上下限取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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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 k-sigma，或限制連續低於或等於 LCL的事件數量。 

本系統以 ASP.NET建構並結合 R進行數學運算。R語言是主要用於統計

分析、繪圖的語言和操作環境。本來是由 University of Auckland的 Rossa 

Ihaka和 Robert Gentlman開發。現在由“R 開發核心團隊”負責開發。R的

原始碼可自由下載使用，亦有已編譯的執行檔版本可以下載，可在多種平

台下運行，包括 UNIX（也包括 FreeBSD和 Linux）、Windows和 MacOS。

主要是以命令行操作，也開發了幾種圖形用戶界面供自由下載使用。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本系統 98年完成 C-Chart、對於罕見事件或資料分部非屬常態分布時， 

C chart可能造成誤判，因此，99年接續進行 G chart程式。G-Chart功能，

需要的資料為事件發生的日期(MDRO 系統中使用「檢驗日期」)，並依照

使用者選擇不同的圖表類型，轉變成所需要的資料格式。C-Chart根據不同

觀察時間單位(年、月、週)，轉換成計數資料(例如某單位時間病人跌倒數)；

G-Chart依據對不同事件觀察的模式(Days Until Event/Units Until Event)，轉

換成計數資料(ex 兩針扎事件發生之間所經過的時間)。功能項目包括

Standard within-limit rules、Probability-based control limit、監測連續 n個事

件遞增/遞減等。 

1. Standard within-limit rules 

  

Mean: 觀察時間區間內事件發生次數之平均 

K：常數 Sd：觀察時間區間內事件發生次數之標準差 

2. 連續點數(M)低於或等於 LCL 

 

使用者在系統中可選擇圖表類型(C-chart、G-chart)、probability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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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 (信賴區間%)、監測連續 n個事件遞增/遞減的發生以及平均值計算基

準。C-chart中次群組分為年、月以及週，其中週的範圍為每週的星期日至

星期六；平均值計算基準是取觀察起日之前(三週、六週、三個月、一年或

三年)資料進行計算並用運算後的數據(平均、標準差、CI…)做為評估觀察

區間資料之標準，詳參圖十二。 

根據觀察起日前的資料進行運算後之數據評估觀察區間資料的結果如

圖十三所示。第一列為次群組單位(年、月、週)；第二列供使用者勾選以觀

察微生物資料；第三列開始為偵測方法，在 2SD、3SD與 CI limit 中皆以箭

頭方向表示高於/低於其限定範圍，並以紅色做為警戒訊號；Consecutive 

Points中以連續的紫色區塊代表連續遞增或遞減的事件，如圖十四與表八。 

若發生頻率太小則可使用新興的控制圖 G- chart來處理，提高系統監測

之檢定力。觀察的是相近不良事件間隔週期而非某單位時間內事件發生的

數量。間隔週期又分為以時間為單位或事件為單位；時間間隔是指某事件

直到下一個事件發生時，中間所間隔的時間；事件間隔則是代表下一個不

良事件發生時，中間間隔非不良事件數。 

討論與建議討論與建議討論與建議討論與建議 

一、 因應各種微生物特性及對病人安全影響程度不同，故本系統設計由使

用者調整閾值，譬如MDRAB在院感防治上很重要，選用較嚴格的閾

值(2SD vs 3SD)，或 CRE是罕見事件應選用 G chart功能。 

二、 系統自動判斷資料屬性或分布型態，以提供使用者選用適當的統計方

法及圖表類型。 

三、 感控人員需每天同時監看大量資料，為爭取監測時效，故系統需逐步

建立資訊功能，以於異常狀況即時提醒感控人員，同時讓感控人員有

較多時間，能至單位實地訪視稽核，及早進行改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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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部份部份部份部份、、、、規劃全國微生物資料庫上傳規劃全國微生物資料庫上傳規劃全國微生物資料庫上傳規劃全國微生物資料庫上傳  

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一、 擷取資料 

本系統內建的背景程式於每個小時整點，定時將各醫療院所提供的抗

微生素製劑抗藥性檢驗資料，傳送至疾管局的院內感染通報系統，頻率為

每小時一次；醫療院所可選擇系統所提供的四種橋接模式： 

1. HIS 系統直接寫入本系統資料庫：院端依本系統所提供的 table 

schema將 HIS系統轉出的資料寫入本系統的中繼資料庫內。 

XML 橋接：由院端提供符合本系統定義的 XML DTD 格式文件，

命名規則不限。 

2. CSV橋接：由院端提供符合本系統定義的 CSV格式文件，命名規

則不限。 

3. HL7/XML 橋接：由院端提供符合本系統定義的 HL7/XML 格式訊

息。 

醫療機構如選擇 XML、CSV或 HL7/XML 方式橋接時，為避免檔案寫

入尚未完成時 Gateway即讀取，請醫療院所先於其他目錄或設備完成寫入

作業後，再以檔案複製的方式填入設定的目錄位置。  

二、 比對、對應及分類 

系統經從外部取得相關的檢驗資料，並存放在內部的空間，因醫療院

所建置微生物及抗微生素製劑抗藥性檢驗資料報告方式可能為點選罐頭選

項，或純文字鍵置，可能存有輸入錯誤或與本系統代碼不合資料，例如：

醫療院所資料為 Staphylococcus□□aureus，本系統代碼 Staphylococcus□

aureus，或微生物名稱可能版本不同，應建置新舊名稱對應表，例如：

Pseudomonas cepacia ( 1981.01.01~1992.12.31 )對 應 Burkhold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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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cia( 1993.01.01~9999.12.31 )。因此，資料需經系統程式依序進行比對

(mapping)、新舊版名稱對應(re-coding)、分類作業，如圖十五。 

三、 衝突解決及資料偵測 

根據流行病學重要的抗藥性細菌的操作型定義，建立系統作業流程，

設定篩選條件（表一），進行資料庫搜尋，建立自動化篩選個案的運算邏輯，

偵測出符合定義的細菌與病毒檢驗資料。由於檢驗報告的結果在結案以

前，都有可能持續的變更之中，透過「Conflict merger」來比對早先與現在

所發現的問題資料，以確保有符合定義的檢驗資料都是最即時的，然後把

這些最即時、正確的問題資料存放在資料庫內，供 Data Presentation層做問

題資料的呈現與通知。初期程式篩出的結果交由資料分析及生物統計人員

測試，以檢核程式的正確性及記錄執行效率。 

四、 代碼維護 

發現資料來源有新的菌株或抗要型態，提醒系統管理者進行資料維護。 

五、  資料分析 

可依各醫療院所屬性、需求、時間階段之不同，自行設定時間－空間

趨勢、菌株、個案數、新個案數、抗微生物製劑抗藥性檢驗等定義，進行

分析模式，並可自行設定閾值。 

六、 資料呈現 

以 e-mail 以及網頁通知使用者監測這些案例，並且可以透過 web 

service，將這些資料回傳，以進行內部的感染控制。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 醫療院所單位可能因諸多原因面臨頻繁異動，例如整修搬遷，或因應營

運需要設立臨時單位，或單位屬性異動，資料庫代碼應存有有效起迄日

欄位，以便於依時間序列監測。資料庫代碼也需維護有屬性，並應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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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有空調、供水、排水系統欄位，以便於系統性的監測科部，或樓層，

或相同空調、供水、排水系統單位。 

2. 微生物名稱因各家醫院使用版本不同，需建立新舊名稱對應表由中央主

管機關系統統一版本，並公告之，以確保本系統未同時使用新舊版微生

物名稱而造成資料紊亂。 

3. 臨床醫療作業因病情需要，病人可能在同一天內不同單位頻繁辦理轉床

作業，因此系統應容許同一日期不同送檢流水號碼，可能有不同送檢單

位。 

4. 每筆微生物報告株菌應有其獨特序號，以避免若相同日期，相同送檢流

水號碼，可能檢出二株以上相同完全菌名，不論其抗微生物製劑抗藥性

檢驗結果是否相同，系統仍有辨識總菌量。 

5. 建立使用手冊，內容至少包括系統接收資料格式、資料轉換方式、檢核

原則，並應於系統開放使用前完成所有測試，包括欄位長度設定、屬性

等，是否與使用手冊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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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部份部份部份部份、、、、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感染控制可行性之評估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感染控制可行性之評估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感染控制可行性之評估資料探勘技術應用於感染控制可行性之評估 

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資訊探勘中的分類(Classification)技術，以台大醫院院

內感染個案之個人資訊及相關醫療資料為基礎，進行可能感染菌種預測。

以台大醫院全院院內感染監測系統所收集之院內感染個案為分析對象，收

集包含病患個人基本資料、感染病灶記錄、抗生素使用、手術資訊、臨床

症狀及醫療措施等相關資訊，進行可能感染菌種 Mi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DRAB) 之預測分析。 

接著以 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進行分類。SVM是一個在判別

線性與非線性資料有效的新方法，近年來，被廣泛地應用在各式各樣的領

域中處理各種不同的學習問題。實際做法是利用一個非線性轉換

(Nonlinear transformation)將原始資料對應至較高維度資料，然後在較

高維度中進行最佳線性超平面分隔(Linear optimal separating 

hyperplane)。透過適當非線性轉換至較高維度，兩種類別的資料都可以透

過超平面進行分割。SVM利用支援向量與邊界來尋找超平面。雖然 SVM的基

礎來自 1960年，但第一篇有關支援向量機的論文是由 Vladimir Vapnik、

Benhard Boser與 Isabelle Guyon在 1992年提出。即使最快的 SVM的訓練

時間需要很久，但是由於能夠描述複雜非線性決策邊界，SVM具有很高的正

確率。 

本研究主要步驟包含資料收集、模型建立與實施預測三大部份，詳如

圖十六。 

一、 資料收集(Data Collection and Loading) 

1、 現有感染個案轉存 

針對台大醫院感染科所保存之感染個案資料，由多種資料來源，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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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檔，紙本記錄及格式化檔案(Excel, CSV)，進行轉存資料庫以進

行分析。 

2、 新增個案收集 

於現有資料轉換後持續進行新進個案之收集工作，以建立預測模型之

驗證資料集。 

二、 模型建立 

1. 資料預處理(Data Preprocessing) 

(a)資料清理及轉換(Data Cleaning and Transformation) 

此步驟主要為檢查先前轉入資料之正確性及合法性(validness)，

並同時進行資料編碼動作，以利不同的分類演算法使用。 

(b)變數選擇 (Variables Selection) 

以統計方法之主成份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對各變

數進行相依性檢測及。同時，變數依其在醫療行為上之重要性或複雜

性，給與其相對權重，以供在模型建立時變數之選擇參考。例如對於外

科部位感染檢驗，若可由臨床症狀判定而不需病理組織切片檢驗之感

染，則模型應傾向在判斷規則中，將前項條件置前。本系統初步挑選了

13個特徵，包含了基本資料、時間、空間、藥物與病史方面的資料，如

表九所示。 

2. 模型建立( Model Building) 

將來源資料隨機以 80:20 之比例切割成訓練資料與測試資料兩部

份，前者供模型建立而以後者進行模型測試。 

(a)模型效度指標定義 

本研究所採用之精確度評估包含敏感度(Sensitivity or True 

Positive Rate)與特異性(Specificity or True Negativ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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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項指標，並以混亂矩陣(Confusion Matrix)展示預測結果。 

(b) Model Training and Validation 

以不同之分類演算法，進行模型建立及 N-Fold Cross Validation。

即將訓練資料切割成 N段，以其中 N-1 段進行模型建立，並以剩餘一

段進行模型驗證。以訓練及驗證交互實施方式，建立較為穩定之模型。 

(c)Model Testing 

除以測試資料進行模型準確度評估外，另將模型所產生之判斷規則供

專業之感染科醫師判讀。若準確度及專業判讀兩方評估結果不理想，

則重進行變數轉換、選擇及模型建立步驟，以確保該預測模型在理論

上及實用上之可信度。 

3. 實施預測與模型更新 

針對後期新進個案，進行感染菌種預測，並比對其微生物培養結果與

感染科診斷結果，持續進行模型修正與更新。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由五百筆資料隨機挑選之有感染 MDRAB菌的個案與五百筆隨機挑選之

未感染 MDRAB菌的個案構成，並以 80:20的方式切割為訓練資料與測試資

料。在建立模型時，使用 10-Fold Cross Validation，將訓練資料切割成

十段，以其中九段進行模型建立，並以剩餘一段進行模型驗證。以訓練及

驗證交互實施方式，建立較為穩定之模型。本研究所採用之精確度評估包

含敏感度(Sensitivity or True Positive Rate)與特異性(Specificity or 

True Negative Rate)這二項指標，並以混亂矩陣(Confusion Matrix)展示

預測結果，預測結果如，詳如表九所示，sensitivity=0.67, 

specificity=0.69；Accuracy=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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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討論討論討論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本系統的目的在於利用線上資料庫結合已知的危險因子，預測流行病

學重要的微生物，若病人發生感染協助醫師判斷可能的致病菌，作為選擇

經驗性抗微生物製劑決策參考依據，達到協助臨床醫療的目的。然而，若

經本系統預測病人可能有 MDRO的風險很高時，可提醒單位進行經驗性接觸

隔離防護措施，並進一步決定是否進行主動微生物篩檢。 

目前為可行性的初期實驗，準確率僅 67%，只使用了十三個簡單的特徵

值，故準確率偏低是可預期的。在未來，如果加入診斷或醫令中其他的特

徵，或是其他複合式的特徵，如停留在加護病房的時間、有無接受侵入性

醫學療法、病患本身病情的嚴重程度、先前使用過廣效性的抗生素以及病

人本身免疫力不全或營養不良。加入這些特徵後，應可大幅提升預測準確

率，減少誤判的機會。 

以往用於協助感染控制的資訊系統，多是經由專業人員分析大量資料與病

例，再藉由其專業知識與經驗來提出相關的規則（rules），再由資訊人員

將規則寫入程式中並依據這些規則於線上資料庫中篩選出可能的感染個

案。這種方式的優點是這些規則都是基於專業人員本身的豐富學識與經

驗，可以達到高準確率；然而，這種傳統的方式存在以下的缺點： 

1. 耗時：要找出與感染相關的規則，需要查閱大量的相關文獻與檢視大量

資料庫中的資料，這是非常耗時的。 

2. 程式維護困難：當專業人員找出相關規則後，資訊人員必須將該規則的

邏輯寫入程式中。然而，這些規則可能時常會變動，導致資訊人

員要頻繁地修改程式並重新測試，這會導致程式維護上的困難。 

3. 規則邏輯上的相依性：使用人工方式找出相關規則，可能會有規則邏輯

上有相依性的問題。舉例來說，某兩個規則 R1與 R2，如果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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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R1的子集（subset），則同時使用 R1 和 R2 來篩選感染個案不

會導致結果錯誤，但會消耗更多時間和人力，因為 R2 是多餘的。

這個問題在多人合作尋找相關規則時會更加嚴重。而對 k個規則

來說，我們需要與 k2成正比的次數才能檢查所有的規則是否有

相依性的問題。當 k值增加時，檢查相依性的工作不僅耗時，更

有可能導致錯誤的產生。 

基於以上的這些缺點，在本計畫中使用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技

巧，來改善以上缺點。我們希望本系統偵測到的真正感染案例，佔其所發

現的所有感染案例的比例，可以高過某一個門檻，以減少假警報的發生，

減少感控人員的負擔；同時，本系統可以偵測到的感染案例，希望可以到

達實際上真正發生感染的案例數目，以提高此系統的可靠度。因此，我們

將以感控人員的經驗與文獻上所描述的感染案例特徵，設計本系統的偵測

規則，並以感控人員所發現的感染案例來驗證和評估本系統，使之趨於完

善。 

故就一個雛型系統而言，本系統驗證了電腦輔助醫療相關感染即時監

測的可行性，並為未來開發更複雜的資料探勘即時監測系統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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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圖圖圖圖與與與與表表表表    

圖一 .系統架構圖    

 

 

圖二 .電腦輔助人工醫療相關感染判定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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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菌株整併範例 

 

 

圖四 .自動收案之感染卡在系統中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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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收案資料整合與確認收案畫面 

 

 

 

圖六.各部門自動收案與人工收案數目之相關係數分析 

  

 

圖七.電腦輔助人工收案判定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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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System architecture of web-based MDRO system 

 
 

圖九: Group data by creating a cluster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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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the trend of infection spread and the details of each number 

 
 

圖十一.管制圖範例 

 

 

圖十二.選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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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管制圖警示表 

 
 

圖十四.系統畫面(C-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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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Normalized Data 
 

 

 

圖十六、實施預測與模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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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醫療相關尿路感染電腦自動收案與人工收案之結果比較 

 Without the System  With the system  
Accuracy of 

UTI detection  

Accuracy of UTI 

detection (%)  

Exactly Match 464  

Fuzzy Match 108  
620  81.9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Rules  
48     

Not Match 137  163    

Total  757  735    

    

 
 

表二.醫療相關感染部位之電腦輔助資訊系統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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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Types of MDRO patterns and their definition 

Pattern No Surveillance target Antimicrobial disc Reaction 

1.01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Oxacillin R or I 

1.02 Staphylococcus aureus (VRSA) Vancomycin R or I 

1.03 Staphylococcus aureus (TRSA) Teicoplanin R or I 

1.04 Enterococcus faecium (VRE) Vancomycin R or I 

1.05 Enterococcus fecalis (VRE) Vancomycin R or I 

1.06 
Carbapenem- 

resistant Escherichia coli (CREC) 
Ertapenem or mipenem or 

Meropenem 
R or I 

1.07 
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Ertapenem or Imipenem or 

Meropenem 
R or I 

1.08 
Carbapenem-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RPA) 
Imipenem or Meropenem R or I 

1.09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 
Imipenem or Meropenem R or I 

1.10 Multidrug-resistance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soniazid and Rifampin R or I 

1.11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t Pseudomonas aeruginosa 
Ciprofloxacin or 

Levofloxacin 
R or I 

1.12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t Escherichia coli 
Ciprofloxacin or 

Levofloxacin 
R or I 

1.13 
Fluoroquinolone- 

resistant Escherichia coli 
Ciprofloxacin or 

Levofloxacin 
R or I 

1.14 
Methicillin-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MRCNS) 
Oxacillin R or I 

1.15 
 Vancomycin -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VRCNS) 
Vancomycin R or I 

1.16 
Teicoplanin -resistant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TRCNS) 
Teicoplanin R or I 

2.01 Escherichia coli (ESBL)   

2.02 Klebsiella pneumoniae (ESBL)   

2.03 Klebsiella oxytoca (ESBL)   

2.04 Proteus mirabilis (ESBL)   

3.01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DRAB) 9 3 classes R or I 

3.02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XDRAB) 9 5 classes R or I 

3.03 Pseudomonas aeruginosa (MDRPA) 9 3 classes R or I 

3.04 Pseudomonas aeruginosa (XDRPA) 9 5 classes R or I 

4.01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4.02 Burkholderia cepacia   

4.03 Chryseobacterium meningosepticum   

4.04 Chryseobacterium indologe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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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系統執行 VRE之警示顯示與臨床實際調查結果  

MDRO Units Month Confirmed by 
PFGE 2 SD+80% 3 SD+80% Increase of 

three points 

10 Y Y Y N 
A 

12 Y Y Y N 

6 NA Y N N 

9 Y Y N N B 

11 Y Y Y N 

4 Y Y N Y 

5 Y Y Y Y 

6 Y Y Y Y 

9 Y Y N Y 

10 NA Y N Y 

C 

11 NA Y Y Y 

1 NA Y Y N 

3 NA Y Y Y D 

4 Y Y Y Y 

1 NA Y Y N 

3 Y Y Y N 

4 Y Y Y N 

6 Y Y Y N 

E 

9 NA Y Y N 

2 NA Y N N 

6 N N N N 

10 Y Y Y Y 
F 

11 Y Y Y Y 

2 NA Y Y N 

3 NA Y Y N 

8 NA Y Y N 
G 

9 NA Y Y N 

3 NA Y Y N 

5 NA Y N N 

E. 

faecium 

(VRE) 

H 

9 Y Y Y N 

TOTAL 29 2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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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系統執行 VRE之警示設定值與臨床實際調查結果  
  程式執行結果 

  2 SD +80％ criteria 3 SD +80％ criteria 

  符合 未符合 符合 未符合 

群聚 15(TP) 0(FN) 12 3 脈衝電泳

檢驗結果 
非群聚 0(FP) 1(TN) 0 1 

TP(True TP(Tpositive)：臨床群聚事件被程式警示者 

FP(false positive)：非臨床群聚事件被程式警示者 

TN (True negative) ：非臨床群聚事件未被程式警示者 

FN(False negative) ：非臨床群聚事件被程式警示者 

敏感性       特異性 

Sensitivity =      Specificity = 

正期望值        負期望值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表六.程式執行之精確度統計值 

 敏感性 特異性 正期望值 負期望值 

2SD+80%  (15) 100% 100% 100% 100% 

3SD+80%  (12) 80% 100% 100% 25% 

三個值連續上升狀態 46.7％ 100% 100% 11.1% 

 

 

TP  

TP+FN  

 

TN  

TN  

FN+TN  

 

TP  

TP+FP  

 

FP+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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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系統執行效能評估 

Without MDRO 

System 

 With MDRO 

System 

  

Mean S.D  Mean S.D P value* 

Time cost of MDRO 

detection per day (mins) 450 192.19 

 

0 0 <.0001 

Accuracy of MDRO 

detection (%) 63.889 26.414 

 

100 0 <.0001 

Proportion of contact 

isolation (%) 16.525 16.466 

 

25.447 22.126 0.0014 

Time lag of contact 

isolation (hours) 307.81 581.88 

 

297.42 487.12 0.8912 

表八.Nelson測試規則 

1.單一個資料點超出區域 A，亦即高於 UCL或低於 LCL 

2.九個連續點在區域 C或以上成串排列(只會在中央線某一側發生) 

3.六個連續點(包括終點)逐漸遞增或遞減 

4.十四個連續點交替遞增或遞減 

5.連續點數的 2/3在區域 A或以上，亦即超過 2個標準差 

6.連續點數的 4/5在區域 B或以上，亦即超過 1個標準差 

7.十五個連續點位於區域 C，亦即在 1個標準差內 

8.八個連續點位於中央線兩側但沒有一個在區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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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C-Chart警示表說明 :;<=>?@ABC:;<=>D@ABCEFGHIH JKJLM HINOP KJQ JLRS T @UVWXYW>Z [\ABC] ^\AB_`a bRSWXYW>UVcdef
表十. 特徵的相關說明 

特徵 說明 

年齡 病患的年齡 

性別 病患的性別 

病房 病患所屬的病房 

病床 病患所屬的病床 

病患來源 是否為轉院 

慢性病 是否有罹患慢性病 

重大傷病 是否曾有重大傷病 

抗生素個數 所使用過的抗生數個數 

抗生素天數 抗生素使用的天數 

劑量 抗生素使用的劑量 

Enterococcus 是否曾感染過 Enterococcus 

MDRAB 是否曾感染過 MDRAB 

MDRAB within 30 是否同病房中三十天內有人感染 MD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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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預測結果 

Real Class  

Positive Negative Σ 

Positive 67 31 98 

Negative 33 69 102 

P
r
e
d
i
c
t
 

C
l
a
s
s
 

Σ 100 100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