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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醫院內視鏡持續遭受
假單孢菌染污之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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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單胞菌屬 (Pseudomonas spp.)，特別是綠膿桿菌 (P. aeruginosa)，是內
視鏡採檢的常見菌種，文獻報告多起包括敗血症等院內感染事件。自 2010 年
開始，在臺灣中部某教學醫院的內視鏡採檢連續數次培養分離綠膿桿菌，依據
作業規範執行清潔與高層次消毒後採檢仍持續培養綠膿桿菌。自 2011 年 4 月
至 2013 年 2 月於內視鏡管腔和自動化內視鏡再處理機 (automated endoscope
reprocessor, AER) 共分離出 18 株假單胞菌，其中包含綠膿桿菌 15 株，經執行
脈衝電泳法 (pulsed-ﬁ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分析，9 株綠膿桿菌屬於同
源菌株 (clone type 1)，均來自執行經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 (ERCP) 的同
一十二指腸鏡 (TJF-2) 並於不同時段採檢檢體培養，另 2 株綠膿桿菌則屬於另一
同源菌株 (clone type 2)。由於經過多次高層次消毒仍陸續自 TJF-2 採樣，都分
離到同源菌株，因此自 2013 年 6 月 3 日開始停用 TJF-2。自 2014 年之後即未
曾於其他十二指腸鏡採檢發現綠膿桿菌。統計 2009 年至 2020 年內視鏡和 AER
定期採檢培養資料，發現在 2010~2014 和 2019~2020 致病性菌株 (包含綠膿桿
菌) 分離數量增加，分別集中於十二指腸鏡和胃腸鏡，而大腸鏡和 AER 分離菌
株數明顯偏低。本次研究發現綠膿桿菌可以長期移生在單一內視鏡，不易由常規
清潔和高層次消毒措施去除，因此停用經多次高層次消毒仍持續被致病菌污染的
內視鏡，可以避免發生持續汙染和院內感染群聚事件，並可催化發展新型內視鏡
高層次消毒措施並評估成效，以作為未來修訂內視鏡感染控制措施的重要依據。
（感控雜誌 2022:32: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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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 (endoscope) 在臨床醫學
經常作為快速檢查和有效治療的工
具，而軟式內視鏡由於其可以彎曲但
不影響視野的特性，可以探查更遠端
的組織器官和執行如切片和止血等處
置，但因屬於次重要醫療物品 (semicritical instruments)，必須接觸人體腔
室的黏膜，可能造成皮膚與黏膜損
傷，規定需要使用液體化學性消毒劑
(liquid chemical germicides, LCGs)，
並採取高層次消毒措施 (high-level
disinfection) [1,2]。
但因醫療技術的日新月異，除
傳統上消化道胃腸內視鏡和下消化
道大腸鏡外，近 30 年研發許多應用
於管腔疾病診斷和治療，如經內視
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icography,
ERCP) 和手術用內視鏡等，因為文獻
報告內視鏡操作時使用沖洗和清潔用
的水源和內視鏡管腔均會被致病微生
物，包含細菌與病毒汙染[3,4]，甚至
造成嚴重感染如敗血症和死亡[5-7]，
這使得醫療人員與感染管制專業人員
更加重視與內視鏡清潔與高層次消毒
的相關議題。特別是 AER 上市，可
以加速內視鏡清潔和高層次消毒於
30 分鐘內完成。經醫療主管機關如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核准使用的
AER 儀器超過 10 種，加上高層次消
毒劑使用種類與流程有所不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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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均須符合內視鏡清潔與高層次消毒
標準[1,9]。
本篇論文的撰寫動機為 2010 年
第 4 季開始，在某區域教學醫院的內
視鏡檢查區，依據醫院感染管制措施
規定，定期採檢培養內視鏡與水質檢
體的微生物程序，陸續培養出對人體
具致病能力的菌株，多數為假單胞菌
屬，並集中於少數特定功能內視鏡。
研究目的首先為持續在內視鏡和水質
常規採檢培養收集假單胞菌株，並以
分子生物學方法確認是否為同源菌
株，其次探討包括內視鏡和環境的可
能微生物汙染來源，於修訂內視鏡清
潔高層次消毒流程或其他必要措施，
對於內視鏡和水質採檢培養結果的影
響。

材料與方法
一、醫療機構特性與資料收集時間
範圍
研究對象為規模 717 床區域教
學醫院，每月平均執行軟式內視鏡
約 400 例。感染症專科醫師於 2010
年 11 月到職，於業務檢討會議發
現，每三個月對生理檢查區管理的
內視鏡，執行微生物品質管理採檢
程序 (每月執行三分之一數量的內視
鏡採檢，三個月完成所有內視鏡採
檢程序)，自 2010 年第四季開始，
陸續分離出假單胞菌 (Pseudomonas
spp.)、腸球菌 (Enterococcus spp.)，
和念珠菌 (Candida spp.) 等，並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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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微生物鑑定和藥物敏感度試驗系
統 (VITEK® 2 System, bioMérieux) 鑑
定，多數採檢菌株為綠膿桿菌。因先
前分離菌株並未儲存，因此經 2011
年第一季感染管制委員會決議，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分析每月內視鏡採檢結果，收
集內視鏡定期採檢分離具致病性菌
株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如 P.
aeruginosa 等) 並執行分子生物學方
法鑑定、評估可能微生物汙染來源、
嚴格依據表一所列之生理檢查區內視
鏡清潔消毒流程稽核表嚴格稽核相關
流程、延長高層次消毒時間與評估效
果，和對曾接受特定內視鏡檢查和
治療病人，執行回溯性病歷分析 (回
溯病歷研究期間：2010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重點為評估
病人就醫當時是否出現感染症狀或假
單胞菌感染的臨床證據。定期彙整上
述資料並於每季感染管制委員會會議
報告，作為修訂醫院內視鏡感染管制
措施的重要依據。作者界定研究前期
(無任何介入措施) 為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03 月 31 日，研究期 (收
集內視鏡汙染菌株和強化與稽核相關
內視鏡清潔消毒措施) 為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06 月 31 日，研究後
期 (停用持續汙染內視鏡，強化與定
期稽核相關內視鏡清潔消毒措施) 為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生理檢查區內視鏡種類、數
目、與內視鏡清潔消毒流程
研究期間該院的軟式內視鏡共
19 支，包含胃腸道內視鏡 7 支 (GIF
1-7)、大腸鏡 6 支 (CF 1-6)、十二
指腸鏡提供逆行性膽道攝影-ERCP
3 支 (Olympus® therapeutic video
duodenoscope, TJF 1-3)，和支氣管鏡3
支，均依規定置放於生理檢查區具有
溫溼度控制的內視鏡保存櫃。研究期
間共設有 AER (OER-AW® and EW30®, Olympus Company) 3 台 (AER
1-3)。所有內視鏡檢查和治療均由醫
師於生理檢查區之單一內視鏡室區域
執行 (並未獨立上下消化道檢查室)，
使用完畢後固定由 2 名護理師依據內
視鏡清潔高層次消毒規範[2]，清潔
消毒流程如生理檢查區內視鏡清潔消
毒流程稽核表 (表一) 所示。在專用
清潔水槽使用流動過濾水和酵素清潔
劑手工清洗，包括測漏、清洗外管、
清洗內管、刷洗、漂清 (rinsing)、目
視檢測，再將完成上述清潔除汙內視
鏡置入 AER，6 支大腸鏡在 AER3，
7 支胃腸鏡和 3 支十二指腸鏡分別於
AER-1 和 AER-2 執行高層次消毒。
每次高層次消毒前先以規定檢驗試
紙檢測 0.55% 鄰苯二甲醛 (Johnson
& Johnson Medical SCXOPA5000
Cidex OPA) 溶液濃度符合規定，再
依據 AER 使用手冊，使用檢驗合格
過濾水和達有效濃度 OPA 溶液，在
≧20℃之 OPA 溶液浸泡至少 1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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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評

生理檢查區內視鏡清潔消毒流程稽核表
核

項

目 (5 主題 15 項次)

評核結果

1. 標準作業流程：

1.1 相關器械、設備之清洗消毒訂有標準作業流程
1.2 知悉標準作業流程存放地點或位置

2. 防護裝備、動線

2.1 張貼穿脫流程、清洗消毒標準作業流程

2.2 各區專人裝備穿戴正確 (清洗間、各檢查室) ，動線不交叉
2.3 病人與工作人員動線不交叉

3. 監測有效濃度

3.1 消毒液重複使用最長達 14 天，14 天後棄置不用

3.2 重複使用期間之有效濃度，在每次使用前操作，經過 OPA 檢測
試紙條確定藥水濃度符合規定
3.3 使用前，確認 OPA 檢測試紙之效期 (開封後未冷藏下保存一個
月) 並確認試紙瓶蓋蓋妥
3.4 紀錄包含測試日期、測試人員簽名、測試結果

4. 清洗消毒

4.1 檢視機器消毒區抽風設備功能良好並記錄

4.2 確認洗滌機設定及消毒時間達到最佳消毒條件

4.3 遵守「一支內視鏡一條清洗用刷條」原則，反覆刷洗管路至少
到清洗刷刷頭乾淨為止，清洗完刷條放入超音波震盪機 30 分
鐘後，再進行高層次消毒
4.4 清洗消毒依照 SOP 順序 (清洗、消毒、乾燥)

5. 消毒液監測發現異常時，處理機制

5.1 消毒液濃度不足，馬上更新消毒液

5.2 彙整所有曾使用在前一次檢測合格到本次檢測期間消毒之內視
鏡病人名單
備註：1.「ˇ」表示符合。2. 清洗消毒 SOP：(1) 清洗：南刷洗內視鏡 A：合格項次
及附屬零件 (一支內視鏡使用一條清洗刷為原則，反覆刷洗管路至少 B:總稽核項次
到清洗刷刷頭乾淨為止)。(2) 消毒：一般泡消時間 12 分鐘。(3) 乾 遵從率 = (A/B)*100%
燥：新型洗滌機內鍵乾燥功能。
受稽核人員：

；稽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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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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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依據 AER 設定流程在 AER 內執
行自動洗滌和高層次消毒，再使用過
濾水沖洗管腔和通氣烘乾表面和管
腔，再置於符合標準內視鏡乾燥儲藏
櫃保存。執行清潔與高層次消毒的水
源來自符合使用標準過濾器，其濾心
每二週定期更換，每月執行一次水質
檢驗，檢驗標準與透析水質標準相同
(合格標準：生菌數小於 100 CFU/mL
且無致病性菌株和內毒素)。生理檢
查區標準作業流程規定，當過濾水質
培養未符合標準，需立即更換濾心和
執行濾水管路消毒作業，於過濾器出
水端採集水質樣本檢驗，水質檢驗合
格後始能開放使用。研究期間生理檢
查區共有 3 台 AER，均使用經過同
一過濾器的過濾水源。執行清潔和高
層次消毒的人員均配戴符合規定的個
人防護裝備，並執行手部衛生步驟。
依據該院醫院感染管制工作手冊有關
內視鏡清潔消毒章節規定，內視鏡培
養檢測異常標準比照血液透析逆滲透
水質監測標準，包括內視鏡管腔沖洗
液若培養得到超過 100 CFU/ml 的水
生菌株或致病性菌株，須立即停止該
內視鏡使用於醫療作業，對該內視鏡
重複執行上述標準清潔與高層次消毒
程序，唯一不同的步驟為使用 OPA
浸泡至少 45 分鐘以上 (監測異常標準
與重複執行高層次消毒步驟為該院生
理檢查區自訂的單位作業流程，無證
據醫學文獻支持)，再次採檢直至培
養陰性，始能再次使用於臨床醫療業
務。

三、內視鏡與環境採檢流程和菌株
培養與鑑定方法
該院生理檢查區自 2009 年 1 月
開始，每月對所屬的內視鏡和 AER
執行內視鏡和微生物培養與鑑定流
程[5]，首先以無菌空針自 20 ml 單包
裝無菌蒸餾水溶液抽吸，然後將 20
ml 無菌蒸餾水注入內視鏡供抽吸液
體和組織切片的操作管腔 (suction &
biopsy channel)，以無菌容器盛裝自
操作管腔流出的液體並避免汙染，立
刻將容器液體送達微生物中心，人員
以無菌方式抽吸容器液體後注入硫
基乙酸培養管 (thioglycollate broth)，
並置入 37℃微嗜氧培養箱 12 小時。
若培養管呈現混濁代表有微生物增
生，則以無菌方法抽吸培養管液體
至 5% 羊血培養皿 (5% sheep blood
agar plate-BAP)，並置入 37℃微嗜氧
培養箱 18 至 24 小時。培養皿外觀
若有微生物菌落則使用 VITEK-2 系
統和傳統生化方法鑑定菌種。環境
採檢位置則在 3 台 AER 內懸掛內視
鏡的部位，使用無菌棉花拭子 (BD
CultureSwab™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
systems, Becton Dickinson) 抹拭，再
將拭子以無菌方法塗抹於 5% BAP，
培養與鑑定菌株方法同上。自 2009
年至 2020 年，生理檢查區收集所屬
內視鏡與 AER 每月執行採檢並鑑定
致病性菌株的種類和數量，以及當時
分離致病菌株的內視鏡與 AER 編號
等資料，滾動式評估內視鏡和 AER
受到致病性菌株持續或暫時汙染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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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作為後續修訂清潔與高層次消毒
流程的重要依據。
四、微生物分子生物學分型方法
鑑定同源菌株所使用的分子生
物學方法為脈衝電泳法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10]，方法
簡述如下，於內視鏡與環境採檢所
培養的菌株，取得菌落並使用商業套
組抽取菌株的 DNA，再用 SpeI 限制
酶 (New England Biolabs) 認定菌株的
特定核苷酸序列再切斷菌株 DNA 特
定位置，以脈衝電泳儀 (Bio-RadTM
Gen Path) 以電泳法分離切斷菌株
DNA 片段，所得的 DNA 片段電泳圖
譜再以軟體 (Bio-Rad) 分析，若菌株
之間的 DNA 片段圖譜的不同片段少
於等於 3 個片段以內，則可視為同源
菌株。

研究結果
自 2011 年 4 月 1 日開始，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為止，共分離並收
集假單胞菌共 18 株，其中自內視鏡
分離 17 株和自 AER 分離 1 株，經
自動化系統和傳統生物化學方法鑑
定 P. aeruginosa 15 株 (包含 AER 採
檢 1 株)，P. putida 2 株，和 P. rettgeri
1 株。其中 11 株假單胞菌株自執
行 ERCP 的十二指腸鏡 (TJF-2) 分
離並鑑定，包括 P. aeruginosa 10 株
和 P. rettgeri 1 株，最早於 2011 年 4
月，最晚於 2013 年 2 月陸續分離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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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uginosa。其他 ERCP 內視鏡 TJF-3
和 TJF-1 分別於 2011 年 4 月和 2012
年 11 月各分離 1 株 P. aeruginosa。另
外自兩支上消化道內視鏡 GIF-5 分離
2 株假單胞菌株 (1 株 P. aeruginosa，
分離日期為 2013 年 1 月；1 株 P.
putida，分離日期為 2012 年 11 月)，
和 GIF-1 分離 1 株 P. aeruginosa，
分離日期為 2013 年 1 月。於 2012
年 2 月分別自支氣管鏡分離 1 株 P.
aeruginosa 和自 AER 分離 1 株 P.
putida。
圖一為 2009 年至 2020 年，
生理檢查區內視鏡與環境每月致病
性微生物培養種類與數量分布與趨
勢。在 12 年期間於生理檢查區定
期採檢共收集與鑑定致病菌株共
116 株 (P. aeruginosa 20 株，其他
pseudomonas 但非 P. aeruginosa 10
株，非單胞菌屬 86 株)。如圖一A 所
示，P. aeruginosa 最早出現於 2010
年 (1 株，2010 年 8 月於逆行性膽道
攝影內視鏡 TJF-3 分離並鑑定)，並
於 2011 年至 2013 年分別分離出 5、
4、3 株，2014 年至 2018 年均未自內
視鏡或 AER 分離出 P. aeruginosa，
直至 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別分離出 3
株和 4 株 P. aeruginosa。圖一B 為依
據年度和內視鏡種類和環境分離的微
生物種類和數量趨勢，於 2010 年至
2014 年 (89 株) 和 2019 年至 2020 年
(17 株) 的兩個時段，致病性菌株分
離數量大幅增加，並以 2011 年達到
最高峰 (37 株，P. aeruginosa 5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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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一

2009~2020 年生理檢查區內視鏡與環境定期微生物培養種類與數量分布與趨勢。
圖A 為依年度分離微生物種類 (分為 P. aeruginosa, other pseudomonas 和 bacteria
other than pseudomonas) 和數量；圖B為依年度和內視鏡種類和環境分離微生物種
類和數量趨勢 (gastroscope – 胃鏡；duodenoscope – 執行 ERCP 的十二指腸鏡；
colonoscope – 大腸鏡；AER – 自動化內視鏡再處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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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pseudomonas 但非 P. aeruginosa
2 株，非單胞菌 30 株)。在 2010 年
至 2014 年的 5 年期間，多數致病
性菌株來自執行 ERCP 的十二指腸
鏡 (40 株，45%)，其次為胃腸鏡
(gastroscope) (25 株，28%)、AER (15
株，17%)，和大腸鏡 (colonoscope)
(9 株，10%)。依據分離致病菌株
種類區分，在 2010 年至 2014 年致
病性菌株分離種類與數量如下：P.
aeruginosa 13 株 (14%，均自十二
指腸鏡分離)，其他 pseudomonas 但
非 P. aeruginosa 5 株 (6%)，非單胞
菌 71 株 (80%)。在 2019 年至 2020
年，致病性菌株多數來自分離自胃
腸鏡 (15 株，88%) 和大腸鏡 (2 株，
PFGE_S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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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於此 2 年間並未於十二指腸
鏡和 AER 分離出致病性菌株，以致
病菌株種類區分，在 2019 年至 2020
年致病性菌株分離種類與數量如下：
P. aeruginosa 7 株 (41%，均自胃腸
鏡分離)，其他 pseudomonas 但非 P.
aeruginosa 3 株 (18%)，非單胞菌 7
株 (41%)。
因為 2011 年 4 月至 2013 年 1 月
自內視鏡採檢和 AER 共分離 18 株假
單胞菌株，包括 15 株 P. aeruginosa，
其中 10 株是在 2011 年至 2013 年
期間陸續自同一支內視鏡 (TJF-2)
所分離，這使得感染管制人員高度
懷疑為同源菌株汙染內視鏡事件。
圖二為使用 SpeI 限制酶切斷 16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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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6 支內視鏡與環境分離的 18 株假單胞菌，執行脈衝電泳 DNA 片段分布圖
(PFGE)。P. aeruginosa H9812 為標準菌株；菌株 53、55、57、59、72、73、75、
76，和 79 (9 株，自 TJF-2 分離) 的 PFGE 圖譜相同；菌株 29 和 63 (2 株) 的 PFGE
圖譜相同 (更正：菌株 63 應為 P. aeruginosa，照片中誤植 P. putida) (附註：菌株 53
和 53#1、71 和 71#、72 和 72#，73 和 73# 分別為同種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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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monas 菌株 DNA 並執行脈衝
電泳法，並分析電泳槽內 DNA 片段
圖譜的相似度，以及分離時間與分
離位置。確認其中 9 株 P. aeruginosa
(菌株編號 53、55、57、59、72、
73、75、76，和 79)，於不同時間自
TJF-2 分離，但其 PFGE DNA 片段圖
譜完全相同 (相似度 100%)，定義為
第一型同源菌株 (clone type 1)。另 2
株 P. aeruginosa (菌株編號 29 和 63，
分別自 2011 年 4 月於 TJF-2 和 2012
年 11 月於 TJF-1 分離) 得 PFGE DNA
片段圖譜完全相同 (相似度 100%)，
但與第一型同源菌株僅有 78% 相
似度，因此定義為第二型同源菌株
(clone type 2)。
自 2010 年至 2013 年 2 月，於
特定的內視鏡 (TJF-2) 採檢培養陸續
分離綠膿桿菌有 6 次，雖經再次的內
視鏡清潔與高層次消毒措施與採檢仍
持續分離綠膿桿菌。因此感染管制小
組於 2013 年 6 月 3 日在第二季感染
管制委員會報告，決議當日立即停止
使用受到綠膿桿菌污染的 TJF-2，並
於 2013 年 9 月 25 日舉行的第三季感
染管制委員會決議經行政程序報廢銷
毀。
經回溯並調閱上述時間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接受
曾經分離出假單胞菌內視鏡 (TJF-1,
2, 3 和 GIF-1&5) 檢查的病人病歷，
均未發現確定或疑似敗血症曾至門急
診就醫或住院的相關病歷內容，亦未
有假單胞菌 (包含綠膿桿菌) 自上述

病人無菌部位組織培養分離的資訊。

討

論

內視鏡為體腔疾病必須的診斷
和治療工具，因為涉及接觸人體黏膜
組織，因此相關的清潔和高層次消毒
步驟和品質管理措施已經建立規範
[1,2,11]。包含依循相關器械設備之
清洗、高層次消毒，和保存的標準作
業流程，每日使用前監測消毒液有效
濃度，以及內視鏡專用處理室應為負
壓和每小時換氣 10 次[12]。即便完
全依照上述規範執行內視鏡清潔和高
層次消毒措施，仍有內視鏡被蛋白質
和微生物汙染，甚或院內群聚感染事
件發生[3-5,13]。本次研究所在的教
學醫院，持續依據上述規範先使用過
濾水和酵素以人工方式清潔內視鏡表
面與管腔，再依據操作手冊以 AER
洗滌和使用達有效濃度的消毒液體
(OPA) 高層次消毒內視鏡，於定期
(每 3 個月) 以無菌水採檢內視鏡管腔
和以無菌拭子採檢 AER，仍自 6 支
內視鏡和 AER 分離 18 株假單胞菌，
其中包括 15 株綠膿桿菌。這與先前
文獻報告綠膿桿菌是內視鏡汙染最常
見微生物結論相同[2,4,5,14]。
作者回溯性收集並分析 2009 年
至 2020 年的 12 年期間，生理檢查
區對內視鏡與 AER 執行每月致病
性微生物培養種類與數量，發現兩
個時間區域的分離菌種數量，特別
是 P. aeruginosa，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感染控制雜誌

王唯堯、黃秋滿、張善閔等

(2010 年至 2014 年和 2019 年至 2020
年分別分離致病菌株 89 株和 17 株，
其中 P. aeruginosa 分別為 13 株和 7
株)，這個發現代表 P. aeruginosa 容
易存在於生理檢查區的內視鏡 (2010
年至 2014 年主要存在於執行 ERCP
的十二指腸鏡，特別是 TJF-2，以
及 2019 年至 2020 年主要存在於胃
腸鏡)。特別的是 6 支大腸鏡和 3 台
AER 在 12 年的定期每月採檢從未
分離過 P. aeruginosa，但可被其他的
pseudomonas 和其他微生物汙染。在
此觀察性研究發現 P. aeruginosa 並無
汙染大腸鏡和 AER，而僅在十二指
腸鏡和胃腸鏡採檢發現，作者認為從
內視鏡清潔與高層次消毒流程造成內
視鏡汙染 P. aeruginosa 機會極低，評
估污染來源必須將內視鏡置放環境與
保存櫃納入考量。準則建議內視鏡應
直立存放具溫溼度監測的內視鏡保
存櫃[2]，內視鏡保存區域應為正壓
[12]。作者回溯性探查後發現該院保
存內視鏡的區域為常規醫療場所的通
氣環境，並非完全正壓，內視鏡保存
櫃有 4 個，3 支大腸鏡置放在固定的
內視鏡保存櫃，不與其他內視鏡混合
置放，十二指腸鏡和胃腸鏡因為使用
頻率等原因偶而混合置放於其他 3 個
內視鏡保存櫃。該院並未常規對內視
鏡保存櫃或置放內視鏡的區域環境執
行環境微生物採檢，作者建議在調查
致病性菌株汙染內視鏡或因內視鏡汙
染造成群突發事件，可以考慮對內視
鏡置放區域包括保存櫃等執行環境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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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採檢，以釐清致病性菌株汙染內
視鏡的原因和傳播路徑。
本次研究著重特定內視鏡 (TJF2) 持續分離出 11 株假單胞菌，其
中有 10 株為綠膿桿菌 (另 1 株為 P.
rettgeri)，令感染管制人員懷疑 TJF2 或其他內視鏡是否已經遭到污染。
TJF-2 是執行 ERCP 專用內視鏡之
一，文獻報告執行 ERCP 造成的敗血
症發生率為 0.25% 至 5.4%，在惡性
腫瘤造成膽道阻塞機會 (21%) 和死亡
率極高 (29.4%)，而綠膿桿菌是最常
被分離的內視鏡污染和致病菌，容易
存在於如醫院水質供應處和內視鏡再
處理後的濕潤管腔，並形成生物膜，
即便管腔完整未受損害，亦不易使用
常規內視鏡清潔與高層次消毒方法
完全去除生物膜[7]。臺灣醫院感染
管制學會亦認定，重複使用的重要
和次重要物品如內視鏡附件 (如切片
鉗) 和內視鏡須分別使用滅菌和高層
次消毒，但是十二指腸鏡 (含 ERCP)
若經不適當再處理則感染傳播率較高
[1]。美國消化道內視鏡學會 (ASGE)
於 2016 年發布證據醫學為基礎的自
動化內視鏡清潔與消毒 (再處理) 系
統 (AER) 作業準則，規定需高層次
消毒，FDA 亦規定在人工清潔內視
鏡後，AER 需依照各儀器廠商的規
定，操作內視鏡高層次消毒程序，
FDA 標準為有效降低內視鏡有機殘
留物和至少降低 6-log 10 指標微生物
分枝桿菌 (mycobacteria) 數量[8]。作
者認為 TJF-2 持續受到綠膿桿菌污

86

假單胞菌同源菌株持續汙染內視鏡

染，可能和內視鏡管腔形成生物膜，
或是管腔內壁破損造成微生物持續移
生有關，是依據規範和操作手冊執行
高層次消毒仍無法有效消除移生的綠
膿桿菌原因。在研究期間雖然陸續自
上述 6 支內視鏡，特別是 TJF-2，採
檢培養假單胞菌，感染管制中心建議
停用受到染污的內視鏡直至高層次消
毒後採檢符合標準始能使用，並要求
生理檢查區同仁口頭詢問接受特定內
視鏡檢查和治療病人的健康狀況 (追
蹤時間不一)，並回溯病歷查閱接受
上述病人是否出現疑似或確認假單胞
菌感染如菌血症的病歷紀錄，並未發
現於研究期間受特定內視鏡檢查和治
療病人於工作人員口頭詢問或病歷記
載曾經出現感染的相關症狀或徵候，
感染管制中心監測各醫療單位的感染
密度與微生物分離率，亦未發現群聚
事件。在研究期間除持續監測和重複
高層次消毒外，並無其他介入措施，
於該院並未發現接受被假單胞菌汙染
內視鏡檢查的病人出現感染的症狀或
微生物感染證據，作者分析可能原因
為曝觸受汙染內視鏡病人其暴露的致
病菌量低，並未到達致病劑量，或曝
觸病人出現症狀並未至該院就醫，因
此於研究期間沒有發現感染病例。
Low et al. 曾經報告，有 14 名病人接
受被綠膿桿菌汙染的 ERCP 內視鏡檢
查或治療，無任何病人出現綠膿桿菌
感染症狀或徵候[15]。初步評估此次
內視鏡汙染事件未造成接受相關內視
鏡檢查和治療的病人感染或出現嚴重

併發症例如嚴重敗血症等，該院感染
管制委員會仍決議為避免後續可能內
視鏡傳播感染或群突發事件，決定將
被綠膿桿菌持續汙染的 ERCP 內視鏡
TJF-2 報廢且另購新品，並由生理檢
查區主管嚴格要求同仁遵守各項內視
鏡感染管制措施，因此自 2013 年第
三季後並無假單胞菌自內視鏡採檢分
離。除了停用長期移生致病菌株的內
視鏡選項外，在內視鏡清潔消毒過程
當中，考慮採用不同種類的去污劑，
消化酵素，和清潔劑與操作流程等，
亦可以對致病菌株長期移生的內視鏡
的清潔消毒流程中，有其重要影響，
這需要後續合併品質管制流程和微生
物學等研究探討。
分子生物學的分型可以用來早
期偵測和判定院內感染的來源[10]。
作者於 2 年期間自 TJF-2 陸續分離
11 株假單胞菌，其中包含 10 株 P.
aeruginosa，利用 PFGE 可以鑑定
其中 9 株 P. aeruginosa 為同源菌株
(clone type 1)，與自其他內視鏡分離
假單胞菌株的 PFGE 圖形不同。在過
濾水源區、AER，和其他內視鏡管
腔常規採檢均未發現此種同源菌株
(clone type 1)，因此認定為 TJF-2 的
某些部位被 P. aeruginosa 持續移生。
另一發現為菌株編號 29 (2011 年 4 月
自 TJF-2 分離) 和菌株編號 63 (2012
年 11 月自 TJF-1 分離，被 VITEK-2
鑑定系統誤判為 P. putida) 的 2 株 P.
aeruginosa，其 PFGE 圖形相同 (clone
type 2)，但與第一型同源菌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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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後續未能自環境或其他內視鏡再
次分離同源菌株，該十二指腸鏡污染
來源不易判定，可能來自過濾水源、
AER、操作內視鏡或執行清潔和高層
次消毒人員，或是其他微細難以探知
的共同來源。自 2013 年 6 月 3 日停
用 TJF-2 後至 2018 已無綠膿桿菌自
內視鏡和 AER 常規採檢分離 [但在
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別有 3 株和 4 株
綠膿桿菌自胃腸鏡 (gastroscope) 採檢
並培養鑑定]。2014 年至 2018 年未有
綠膿桿菌自內視鏡採檢分離的效果，
作者評估為來自停用受到汙染的內視
鏡 (TJF-2)，且先前無文獻證實，常
規增加 AER 內 OPA 浸泡時間 (自 12
分鐘增加至 45 分鐘) 比原有消毒方式
有效。
由於內視鏡的功能要求，其
構造管腔小型化且複雜性增加，增
加有效清潔和高層次消毒的困難度
[2,16,17]。文獻報告 AER 被綠膿桿
菌汙染，召回曾經污染 AER 處理過
的內視鏡，再經全目視清潔程序和使
用其他未被污染的 AER 執行高層次
消毒後，則再無綠膿桿菌被分離，且
被綠膿桿菌汙染的 AER 經熱處理和
連續三次採檢無綠膿桿菌後始可再
次使用，追蹤使用後 6 個月亦無綠膿
桿菌分離，經此 AER 處理後的 6 支
內視鏡使用於 9 個病人並無綠膿桿菌
院內感染發生[18]。亦有文獻報告在
三間內視鏡處理室 (每間各包含 5 個
內視鏡洗滌消毒機使用兩個逆滲透
水源)，每週監測與維護潤濕水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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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AER 於晚間啟動自動消毒，逆
滲透水源定期以過醋酸消毒。於 5 年
間內視鏡和環境採檢無任何綠膿桿
菌、環境分枝桿菌，或退伍軍人菌被
分離，且生菌數 (total viable counts,
TVC) 均小於 10 CFU/ml [19]。而
維持內視鏡管腔的潤濕水質 (rinse
water) [2,14]和內視鏡乾燥品質[16]對
於維持內視鏡無致病微生物的環境極
其重要。國際有關內視鏡培養異常的
定義，除致病性微生物外，有關培養
生菌數並未有一致標準[7]。Moses et
al. 於 1990~1999 年收集 312 次內視
鏡沖洗液培養，有 43 件 (13.8%) 檢
體培養出微生物，其中僅有 4 株鑑
定為格蘭氏陰性菌 (未鑑定至菌種層
次)，其餘為未鑑定的水生菌，內視
鏡培養異常標準為 103 CFU/ml [20]。
本次研究的內視鏡培養異常標準為依
據該院醫院感染管制工作手冊，比
照血液透析逆滲透水質監測標準制
定為培養出致病菌或生菌數超過 100
CFU/ml。該院感染管制工作手冊規
定之內視鏡培養檢測異常的處置流
程，僅有停止受汙染內視鏡使用於醫
療作業和重複清潔與高層次消毒程
序，再次執行內視鏡採檢培養直至符
合標準，並未針對如相關環境與操作
人員的資格等制定相關處理流程。
有關不同方法對於內視鏡的清
潔與高層次消毒措施成效的探討，
如 Snyder et al. 隨機分配比較單次
使用 OPA 標準高層次消毒 (standard
high-level disinfection, sHLD)、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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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 高層次消毒 (double high-level
disinfection, dHLD)、和合併 OPA 標
準高層次消毒與環氧乙烷氣體滅
菌 (standard high-level disinfection
followed by ethylene oxide gas
sterilization, HLD/ETO) 對內視鏡消
毒成效，發現在沒有內視鏡致病菌
群突發的醫療機構，後兩種方法對
於多重抗藥性菌株自十二指腸內視
鏡分離比率與 OPA 標準高層次消毒
流程沒有明顯差異[21]。另一作者以
前瞻性隨機分配比較單次使用過醋
酸 (paraacetic acid, PA) 和雙重 PA 高
層次消毒對於執行 ERCP 內視鏡消毒
成效，發現兩組內視鏡在所有微生物
培養與致病微生物培養的比例類似
[22]。上述研究代表發展新型內視鏡
清潔與高層次消毒措施的需求持續存
在。
本篇論文屬於縱向、具介入措
施、觀察性，但無對照組的集中分析
研究，研究限制包括無對照組、追
蹤介入時間過長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部分介入措施
無明顯文獻支持 (如 OPA 消毒時間自
12 分鐘延長至 45 分鐘)、未確認適
當的常規採檢點位置與數量、人員教
育訓練內容符合需求，和未落實常規
稽核機制等。另由於研究時期距今已
有 10 年，本篇論文原始資料僅保留
研究期間接受相關內視鏡檢查病人資
料至 2013 年 6 月，後續病人臨床資
訊部分因紙本資料保存僅有 7 年，或
因部分資訊儲存於遠端伺服器後毀損

無法取得，因此無法完整收集 (2010
年至 2020 年) 接受相關內視鏡 (如
TJF1-3、GIF 1-7，和 CF1-6) 的病人
臨床資料。
作者建議常規監測內視鏡培養以
早期偵測同源菌株污染事件、嚴格遵
照臺灣和國際有關內視鏡清潔和高層
次消毒程序準則，和捨棄經多次高層
次消毒仍持續被致病菌污染的內視鏡
等措施，可以降低內視鏡污染率和避
免可能的院內感染事件，對於接受內
視鏡檢查和治療的病人提供一致性的
醫療安全品質。本篇論文探討致病菌
株持續移生內視鏡的流行病學與清潔
消毒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為內視鏡未
來修正感染管制措施的部分依據，並
催化發展新型內視鏡高層次消毒措施
並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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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stent Colonization of Clonal
Pseudomonas aeruginosa in Endoscopes
Despite Repeated Cleaning and High-level
Dis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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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monas aeruginosa was frequently isolated from endoscopic sampling
and occasionally caused nosocomial infections. Appropriate procedures for cleaning
and high-level disinfection, according to guidelines and manufacturer suggestions,
were recommended. A total of 18 pseudomonas isolates, including 15 for P.
aeruginosa, two for P. putida, and one for P. rettgeri were serially identified in
cultures during routine endoscope sampling, after standard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from April 2011 to February 2013. Among them, nine isolates of P. aeruginosa were
recovered from the same endoscope (TJF-2). Six pulse-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patterns were found, among which nine P. aeruginosa isolates harbored the
same PFGE pattern. The use of the contaminated TJF-2 endoscope was discontinued
because of the persistent P. aeruginosa colonization despite adequate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No pseudomonas, including P. aeruginosa, were recovered
after discarding the contaminated TJF-2 endoscope. In conclusion, P. aeruginosa
may cause persistent colonization and subsequent contamination of endoscopes.
Fingerprinting techniques, such as PFGE, provides a practical way to identify
clusters of infection and instrumental contamination.
Key words:

Endoscopy, Pseudomonas aeruginosa, high level-dis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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