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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印度新生兒加護病房爆發
Dirkmeia churashimaensis
黴菌菌血症感染
【國衛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台灣黴菌實驗中心 周怡君/曾國鋆/羅秀容 摘譯】

在過去十年中，由罕見且難以鑑
別的黴菌引發的血液感染症發生率有
攀升的跡象。在新生兒加護病房病人
中常發生許多罕見的感染；但，少有
發現與 Malassezia、Trichosporon 和
Rhodotorula，這些屬的酵母菌有關。
Dirkmeia churashimaensis 以前命
名為 Pseudozyma churashimaensis，是
一種稀有的擔子菌 (basidiomycete)，
黑穗菌，變形酵母，最早於 2008 年
日本沖繩的甘蔗葉中分離出來。一
開始，憑藉形態、生理學和 D1/D2
及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ITS)
ribosomal DNA 序列等分子鑑定方
式，將 Dirkmeia churashimaensis
鑑定為一種新型的 Pseudozyma
churashimaensis；到了 2015 年，
Wang 學者們，藉由多基因系統發
育譜系，重新給新型的 Pseudozyma
churashimaensis 歸為 Dirkmeia 一
個新的屬，Dirkmeia gen. nov.；

Dirkmeia gen. nov. 是一種常見的內
生酵母菌，存在於水稻、玉米、甘
蔗和辣椒植物的葉子組織中；在過
去研究報導，將其酵母菌施作於葉
面可有效控制預防植物病蟲害，但
是，並沒有 D. churashimaensis 引起
人類疾病的相關報導；直到 2020 年
初，在印度德里一家綜合醫院內的新
生兒加護病房，爆發了 12 例經由 D.
churashimaensis 感染所引起的菌血
症。
此篇報導，在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間，在 24 床新生兒加
護病房中有 12 床 D. churashimaensis
菌血症病例，黴菌菌血症是由敗血
症病人抽取周邊血液，檢測出 D.
churashimaensis 定義之。第一起病例
為一出生體重極低(< 1,500 g)的早產
兒，因觀察到窒息現象，在出生後
六天血液培養檢測出陽性反應，給
予 Fluconazole 的治療 (12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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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又給予了萬古黴素 (vancomycin)
和 meropenem (6 mg/kg) 治療；第
二起病例，發生在兩週後，一位
出生體重低於 2,500 g 的早產兒病
例，在第二天的血液培養中培養出
了 D. churashimaensis；在接下來
的六個月中，又發現了 10 例由 D.
churashimaensis 引起的黴菌菌血症。
由這些個案分離出的菌株，經
由 Sabouraud glucose agar 在 35℃
培養 48 小時後，會分離出類似酵
母菌的淡黃色膏狀且乾燥有皺褶邊
緣帶有條紋的菌落，在 37℃下培
養生長速率緩慢則需要三天培養時
間。顯微鏡下觀察其形態具紡錘狀
有菌絲和兩極短齒出芽特性。經由
VITEK2 (bioMérieux，https://www.
biomerieux.com) 進行鑑定，鑑定結
果與 Cryptococcus laurentii 具 88% 相
似性。進一步對分離菌株進行 carbon
assimilation 生化實驗，在 37℃條件
下培養 48 小時，產生了 D-rehalose
and N-acetyl-glucosmaine 同化現象。
作者使用 MALDI-TOF MS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進行分析鑑定。可惜的
是缺乏該菌株的數據資料庫，因此無
法進行鑑定比對。但比對實驗室資料
庫，其中有 10 株由病人檢體分離出
來的菌株具有高度相似性。
接著使用 D1/D2 和 ITS 等分
子鑑定方式，在 BLAST (https://
blast.ncbi.nlm.nih.gov) 上進行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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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確定了院內引發的菌血症菌
株為 Dirkmeia churashimaensis，菌
株與 GenBank 的 D. churashimaensis
(accession nos. MN758637-48 and
MN158668-79) 具有 > 99% 的相似
性。
而後將 ITS 序列以 MEGA 7
(https://www.megasoftware.net) 藉由
neighbor-joining method 進行親緣關
係分析，並進行擴增片段長度多性指
紋圖譜分析 (ampliﬁed fragment-length
polymorphism ﬁngerprint analysis)，結
果顯示 12 個病例的分離株具高度親
緣相似性，為相同來源。
使用次世代定序 IonPGM
(IonTorrent; ThermoFisher, https://
www.thermofisher.com) 將分離株中
的六個基因組進行全基因片段定序
(WGS, whole-genome sequencing)，序
列結果存放於 BioProject 中 (accession
no. PRJEB35981)，將序列和網路
上分享的基因組進行比對，利用
SplitsTree4 軟體構建了全基因組 SNP
的系統發育樹，分析各菌株間的親緣
性，結果同樣也顯示了高度親緣相似
度。
對此次爆發黴菌菌血症病
例中分離菌株進行抗黴菌藥物敏
感試驗，結果顯示所有分離菌株
皆對 caspofungin、anidulafungin
和 micafungin 具有抗性 [低抑菌
濃度 (MIC: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 8 µg/mL)]，對唑
類 (azoles) 如 voriconazole (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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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125 µg/mL；幾何平均值
[GM] 0.04 µg/mL)，isavuconazole
(MIC 0.03~0.125 µg/mL; GM 0.05 µg/
mL)，itraconazole (MIC 0.03~0.25 µg/
mL; GM 0.057 µg/mL)，posaconazole
(MIC 0.03~0.25 µg/mL; GM 0.092 µg/
mL) 和 fluconazole (MIC 1~4 µg/mL;
GM 2.37 µg/mL) MIC 均較低，較為
敏感；對於 Amphotericin B (GM MIC
0.198 µg/mL) 和 5-flucytosine (GM
MIC 0.157 µg/mL) 也較為敏感。
此篇報導中，所有病人均先接
受 12 mg/kg fluconazole 治療，而後
使用 6 mg/kg fluconazole 進行 10~14
天療程，死亡五例，致死率為 42%，
但，所有病人都具有其他危險致死因
素，例如早產或者出生體重過輕，
其中 8/12 進行了插管治療，此為最
嚴重的致死因素。有 9 例使用中心靜
脈導管，8 例血小板減少症和 6 例新
生兒窒息；黴菌菌血症的病人年齡為
2~6 天，這六個月間罹患率為 0.33，
平均孕齡為 29.2 週，平均出生體重
為 1,100 g，在血液培養分離酵母菌
之前，共有 11 例病人接受了 1~6 天
的抗菌藥物治療。
該間醫院，在確定第二例黴菌菌
血症發生後，開始實施環境監控，對
環境 (包含了地板、設備、消毒劑、
點滴和輸液幫浦) 和醫護人員進行廣
泛採樣和追蹤監控，並嚴格進行感染
控制措施 (包含嚴格的洗手習慣)，而
後所有的環境採樣均為陰性後，就未
再有因 D. churashimaensis 擔子菌引

起的新生兒黴菌菌血症病例發生。
在此篇報導中，近年在重症加
護病房中出現了由罕見菌種所引起的
黴菌感染現象，其中包括了耳念珠
菌 (Candida auris) 這類具潛在抗藥性
罕見菌種，這類罕見的病原菌，常不
易鑑定，導致無法及時給予正確治
療，所以環境監控和快速篩檢菌種為
其重要，本篇研究顯示了全基因體定
序 (WGS) 在基因分型上具高度敏感
性，可用於快速篩檢鑑定感染菌種，
及早鑑定菌種對症下藥，降低死亡
率。
【譯者評】台灣黴菌抗藥性監
測計畫 (TSARY: 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Yeasts)
進行六期收菌分析，在最近的 2018
這一期，收集到從血液培養出來的
一株 D. churashimaensis。初步結果
顯示台灣分離的菌株對 Amphotericin
B 的感受性佳，對 anidulafungin 的
感受性介於中間，對 fluconazole 及
voriconazle 則是有抗藥性。台灣分離
的菌株對抗黴菌藥物感受性與印度分
離的菌株不同，這也再次強調在地的
流行病學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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