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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B 型鏈球菌抗藥性現況：氟 諾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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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B 型鏈球菌 (Group B
Streptococcus, GBS)，又稱無乳鏈球
菌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是革蘭
氏陽性球菌，可造成多種人類疾病。
GBS 可寄生在人類口咽部及下消化
道，與其它腸道菌共存。若女性下消
化道有 GBS 寄生，也會增加陰道帶
菌的機會。依統計，約 5~40% 的婦
女為陰道或腸道 GBS 的帶原者[1]。
GBS 是造成新生兒感染的重要
致病菌之一，若孕婦為陰道 GBS 帶
菌者且生產前沒有接受預防性抗生素
注射，新生兒可能在生產過程經過產
道時受到 GBS 感染，導致敗血症、
腦膜炎等重大併發症[1]。近年來，
全球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國家積極推
行孕婦產前 GBS 篩檢計畫，針對帶
菌者在待產時注射預防性抗生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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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已大幅降低新生兒 GBS 感染的
發生率[2,3]。另一方面，許多國家都
觀察到成人 GBS 感染發生率逐年增
加的趨勢[2,4-6]。成人 GBS 感染症
的主要表現包括敗血症、皮膚及軟組
織感染、肺炎、泌尿道感染等，而糖
尿病、心、肺、肝、腎疾病及癌症等
疾病則是 GBS 感染患者常見的潛在
疾病[1]。
青黴素 (penicillin) 是治療
及預防 GBS 感染的首選藥物，
克林達黴素 (clindamycin)、紅
黴素 (erythromycin)、氟 諾
酮 (fluoroquinolone, FQ)、四環
黴素 (tetracycline) 及萬古黴素
(vancomycin) 則是替代藥物選擇[1]。
國際間，clindamycin、erythromycin
及 tetracycline 的抗藥性盛行率已不少
見，而且國外已出現 vancomycin 抗
藥菌株及對 penicillin 感受性降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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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7-10]。近年來，FQ 抗藥菌株也
在多個國家分離出，包括義大利、中
國、日本和韓國等[9,11-14]。

台灣 GBS 抗藥性監測
有鑑於台灣 GBS 抗藥性長
期監測資料有限，我們分析了
「台灣微生物抗藥性監測計畫」
(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SAR) 所收集來自台灣各
區醫院 GBS 菌株之抗藥趨勢，以確
保治療選擇的適當性[15]。TSAR 是
國家衛生研究院自 1998 年開始執行
的全國抗藥性監測計畫，定期每兩年
自分佈於台灣北中南東四個地區的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收集各種臨床
分離細菌株，第三期 (2002 年) 起，
收菌期間皆為 7 到 9 月，參與醫院
是同樣的 25~28 家，收菌流程也大
致一樣，但在 2010 及 2012 年時，
因 GBS 臨床重要性的增加，我們請
TSAR 醫院多收在收菌期內分離出
的 GBS，包括孕婦產前 GBS 篩檢出
的菌。收集來的菌株在確認菌種鑑
定後，依照「臨床與實驗室標準協
會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之準則，以微量肉湯稀釋
法 (broth microdilution) 進行菌株最
小藥物抑菌濃度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之測試及抗藥性
判讀[16]。
TSAR 在第三期至第八期 (2002
年~2012 年) 收集到 1,559 株 GBS 菌

株，分析結果顯示，這些菌尚未出
現 penicillin、cefotaxime、cefepime、
meropenem 或 vancomycin 抗藥性，
但分別有 30%、43% 及 82% 的菌
株對 clindamycin、erythromycin 及
tetracycline 具抗藥性，雖然各期的抗
藥比率有些上下浮動，但未持續上
升 (圖一)。相對的，GBS 菌株對 FQ
levofloxacin 的抗藥比率於近年顯著
增加，從 2002~2006 年的 2.2%，上
升至 2008~2012 年的 6.2% (p = 0.016)
(圖二)。
為了瞭解這些對 levofloxacin 具
抗藥性的 GBS (LVX-R-GBS) 菌株
(共 88 株) 親緣關係及傳播，我們
進一步調查其臨床與分子特徵。以
年齡別及檢體別而言，來自年長者
(大於 65 歲) 或呼吸道檢體的菌株具
levofloxacin 抗藥性的比率最高，各
為 10.3% 及 22.5%，年長者之呼吸道
檢體抗藥性比率高達 27.4% (表一)。
多變項分析亦指出年長者及呼吸道
檢體，皆是菌株出現 levofloxacin
抗藥性的危險因子 (兩者 p 值及勝
算比 [odds ratio] 分別為 0.044，7.9
及 < 0.001，8.7)。在 FQ 抗藥機轉
方面，所有 LVX-R-GBS 菌株之藥
物標的基因 (gyrA 及 parC) 皆有雙
點突變，多數 (92%，81 株) 菌株
表現 levofloxacin 高度抗藥性 (MIC
> 32 mg/L)，而且，63.8%、69.3%
及 84.1% 的 LVX-R-GBS 菌株分
別對 clindamycin、erythromycin 及
tetracycline 有抗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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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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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不同年齡群與不同檢體別 levoﬂoxacin 抗藥性 B 型鏈球菌的盛行率 (2002 年至 2012
年合併)

檢體
< 18 歲
(n = 72)
膿瘍/傷口
0 (0/2)
血液
0 (0/15)
女性生殖道
0 (0/1)
呼吸道
6.3 (1/16)
尿液
0 (0/32)
其它
0 (0/6)
全部
1.4 (1/72)
a 包括 50 位年齡未知個案

Levoﬂoxacin 抗藥比率 (抗藥菌/菌株數)
18~64 歲
≥ 65 歲
(n = 934)
(n = 503)
2.3 (4/171)
8.5 (6/71)
2.4 (2/85)
4.3 (6/139)
2.8 (11/398)
0 (0/3)
13.0 (2/23)
27.4 (26/95)
5.4 (12/221)
7.1 (13/183)
2.8 (1/36)
8.3 (1/12)
3.5 (33/934)
10.3 (52/503)

菌株分型以莢膜多醣體血清型
(capsular polysaccharide serotype)、
多位點序列分型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及脈衝電場凝膠電
泳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分型法進行[17-19]後發現，
LVX-R-GBS 菌株最常見的三個組合
菌型 (ST/serotype) 為 ST19/serotype
III、ST1/serotype II 及 ST1 & ST1SLV/serotype VI，合起來佔 89.8%
(表二)。其中 ST1/serotype II 型組合
菌型過去文獻未報導過；而在血清
型 VI 菌株中，三分之二菌株屬於
ST1 (ST1/serotype VI)，三分之一菌
株是文獻首次報告的新型別 ST 920
及 ST922，此兩 STs 跟 ST1 相近，
是 ST1 的單基因座變體 (single-locus
variants [SLVs])，亦即 ST1-SLVs/
serotype VI。多數的 ST19/serotype
III 菌株分離自小於 65 歲門診病人之

全部a
(n = 1559)
4.0 (10/253)
3.3 (8/246)
2.7 (11/413)
22.5 (31/138)
5.7 (26/454)
3.6 (2/55)
5.6 (88/1,559)

尿液或女性生殖道檢體 (包括 8 株來
自孕婦產前篩檢檢體)，病人分布於
北中南各區。ST1/serotype II 和 ST1
& ST1-SLVs/serotype VI 的菌株，則
多分離自大於 65 歲住院病人的呼吸
道或尿液檢體。ST1/serotype II 菌株
均來自中部醫院，ST1 & ST1-SLVs/
serotype VI 菌株主要來自中部醫院，
其次為北部醫院。這些 LVX-R-GBS
分屬不同種 PFGE 型別及其它零星型
別，但可在同一醫院或鄰近醫院發
現具相同 PFGE 圖譜的 ST1/serotype
II 或 ST1 & ST1-SLVs/serotype VI 菌
株。

討

論

TSAR 多年監測結果並未發
現 penicillin 或其它β-lactam 抗
生素 (cefotaxime、cefepime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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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分類

具 levoﬂoxacin 抗藥性B型鏈球菌之主要組合菌型之檢體來源及地區分布

主要 ST 型別/膜多醣體血清型 (serotype)a
ST1/serotype II
ST19/serotype III
ST1 & ST1-SLV/serotype VI
16
38
25

菌株數
檢體別
膿瘍/傷口
2
5
2
血液
3
4
1
女性生殖道
10
呼吸道
6
2
19
尿液
5
15
3
其它
2
來源地區
北部
13
9
中部
16
16
14
南部
9
東部
2
年齡族群
< 18 歲
18~64 歲
1
27
2
≥ 65 歲
15
10
22
未知
1
a 依據多位點序列分型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及莢膜多醣體血清型 (capsular
polysaccharide serotype) 之組合。

meropenem) 抗藥性 GBS 菌株，因
此 penicillin 仍為治療 GBS 感染症
的首選藥物，其它β-lactam 抗生素
則為重要的治療替代藥物。另一方
面，台灣近年來 LVX-R-GBS 的盛
行率平均約為 6.2%，略高於義大利
(1.4%)，但低於鄰近的東亞國家，
如；日本 (18.4%)、南韓 (32.7%) 及
中國 (37%~39%) [9,11-14]。然而，
由於台灣 GBS 菌株對 clindamycin
及 erythromycin 抗藥性比率已高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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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對 tetracycline 之抗藥性比率更
是高過 80%，FQ 便成為 vancomycin
以外治療 penicillin 過敏 GBS 感染患
者的重要用藥及口服藥物選擇，因此
須密切追蹤 LVX-R-GBS 菌株之起源
及分佈。
Fluoroquinolone (FQ) 是
quinolone 的氟化衍生物 (florinated
quinolone)，FQ 之殺菌範圍比早期的
quinolone 廣效，細菌對於 quinolone
(包括 FQ) 的抗藥性主要是經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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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標的 DNA gyrA (topoisomerase II
subunit) 及 parC (topoisomerase IV
subunit) 序列中的 quinolone 抗藥性決
定區 (quinolone resistance determining
region, QRDR) 發生抗藥性點突變而
產生[20]。若 gyrA 或 parC 其中之一
發生抗藥性點突變，就會導致菌株
quinolone MIC 的上升；若 gyrA 及
parC 同時發生抗藥性點突變，菌株
則會表現 FQ 高度的抗藥性[20]，此
研究的多數 LVX-R-GBS 即是屬於此
類雙點突變的高度抗藥菌株。這些
抗藥菌株會在因臨床 FQ 使用而產生
的選擇壓力下被篩選出來[20]。文獻
曾報導病人接受 levofloxacin 治療兩
星期後，身上原本具感受性的 GBS
野生型菌株演變為 FQ 抗藥性菌株
[21]。
依據菌株分子特徵推測，台灣
LVX-R-GBS 臨床菌株來源分為兩大
類，一類為已在環境中存在的菌株，
如 ST19/serotype III 菌株，另一類則
為在 quinolone 選擇壓力下產生的抗
藥菌株，如 ST1/serotype II 和 ST1 &
ST1-SLVs/serotype VI 菌株。呼吸道
感染及尿道感染是年長者常見的感染
症疾病，FQ 則是治療此些感染症的
重要用藥。相對於年長住院患者，
年輕的門診病患接受 FQ 治療的機
會則相對較低，特別是懷孕婦女，
很少會被給予 quinolone 治療。部分
ST19/serotype III 抗 FQ 菌株來自小
於 65 歲門診病人之尿液或女性生殖
道檢體 (包括產前篩檢分離菌株)，

因此 ST19/serotype III 菌極可能源自
社區環境中已經存在的菌株。ST19/
serotype III 也是近期中國 LVX-RGBS 菌株的主要基因型，台灣及中
國的 ST19/serotype III 菌株也都帶有
相同的 GyrA (S81L) 和 ParC (S79Y)
雙點突變，顯示此類抗 FQ 的 GBS
菌株已於兩地流行[9,11]。
另一方面，近半數的菌株則是
首次報告的 ST1/serotype II 和 ST1SLVs/serotype VI 型別，這些菌株大
多分離自 2010~2012 年間住院年長
患者之呼吸道及尿液檢體。最近日
本也有相似的報告，他們發現 LVXR-GBS 菌株多分離自年長患者呼吸
道檢體[8]。TSAR 的分析則進一步確
認年長者及呼吸道檢體是菌株出現
levofloxacin 抗藥性的危險因子。此
外，這些菌株分屬多種 PFGE 型別，
但部分 PFGE 型別中又存在來自相同
醫院或鄰近醫院、具相同 PFGE 圖譜
的菌株。由以上觀察推論，這些抗藥
菌株極可能是來自個別病人暴露在
FQ 選擇壓力下被篩選出來的菌株，
後續再散播到鄰近病人或醫院。
除了 GBS 外，TSAR 資料也
顯示呼吸道感染病原 Haemophilus
influenzae 的 levofloxacin 抗藥性比
率，從 2004 的 2.0% 逐年上升至
2010 年的 24.3%，菌株來源為年長
者也是出現抗藥性的危險因子[22]；
此外，分離自門/急診病人尿液的
Escherichia coli 菌株 ciprofloxacin 的
抗藥性比率，亦從 2002 年 15.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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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2012 年的 26.9% [23]。因此，
在台灣除了已經存於環境中 LVX-RGBS 菌株外，近年來在 quinolone
選擇壓力下，新興抗藥性基因型的
LVX-R-GBS 菌株也陸續被篩選出
來，後續再造成局部散播。加上多
種社區重要細菌 FQ 抗藥比率也有上
升的趨勢，凸顯出臨床 FQ 須謹慎使
用，以減低藥物選擇壓力進而減緩抗
藥菌產生的重要性。
為了減少 FQ 的不適當使用，
健保局自 2008 年起規範 levofloxacin
健保給付的範圍限用於成人 (18 歲
以上) 之慢性支氣管炎的急性惡化、
社區性肺炎、複雜性泌尿道感染
[24]。國衛院最近調查台灣社區抗生
素之使用發現，依健保資料庫登記
的 FQ 門診使用量，僅微幅上升，且
在 2002 年至 2009 年間維持於 3 百
萬 DDDs (million defined daily dose)
以下，但依寰宇藥品資料管理公司
(Intercontinental Marketing Services,
IMS) 的台灣抗生素銷售量估算，FQ
使用量在 2000 年至 2007 年間逐年增
加，於 2004~2005 及 2006~2007 年
時高至 12.73 及 14.2 百萬 DDDs，即
使在 2008~2009 年下降至 7.83 百萬
DDDs，仍遠高過健保資料庫登記的
使用量[25]，顯示存在不列入健保給
付及管制的 FQ 使用現象。未來 GBS
菌株及其它重要社區細菌的 FQ 抗藥
比率是否會隨者 FQ 使用量浮動而改
變，值得持續監測。相關單位也應
密切追蹤健保給付以外的 FQ 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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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若重要社區細菌此類藥物的抗藥
比率持續升高，應適時介入、執行管
制措施。

結

語

Fluoroquinolone 是治療 penicillin
過敏之 GBS 感染患者的重要用藥及
口服藥物選擇，也是治療許多細菌
感染症的重要用藥。TSAR 監測顯示
LVX-R-GBS 比率有上升的趨勢，分
子流病分析則進一步提出抗藥菌株可
能的來源及傳播。此監測結果也再次
呼應了 ﬂuoroquinolone 適當使用與管
理及抗藥性持續監測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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