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JOURNAL OF TAIWAN PHARMACY
第25卷
第 2 期 臨 床 藥 學

40

多重抗藥性鮑氏不動桿菌之
藥物治療策略

奇美醫院藥劑部藥師　朱麗鈴、陳麗芳

壹、前言

鮑氏不動桿菌(Acinetobacter bau-

mannii，以下簡稱AB菌)為一非發酵性革

蘭氏陰性球桿菌，不挑剔生長條件、廣泛

存在於各種物體表面及無生命的環境，在

乾燥環境中可存活長達13天，甚至於超過

2星期，此特性使其得以長期存在醫院內

乾燥或潮濕的環境中，而成為重要的伺機

性致病菌(opportunistic pathogens)。AB

菌可自正常人的皮膚、喉嚨及其他部位分

離出來1，在臨床上多為移生菌，對於健

康的人較少引起嚴重的感染，但卻容易造

成住院病患伺機性的感染。AB菌移生率

較高的危險因子包括住院天數長、使用廣

效性抗生素(如第三代cephalosporins)、

插管、使用呼吸器及接受化療1。此菌毒

性低，但是感染病患之致死率高，有些研

究報告指出院內感染造成的菌血症死亡率

可高達25-34%，若為肺炎則死亡率可高

達40-80%2。

1970年代早期AB菌對gentamicin

及cephalosporins均呈敏感性3，但1999

年的調查結果發現有53% AB菌對me-

ropenen及/或imipenem具有抗藥性4，

對所有的抗生素產生抗藥性佔12%，

之後在許多其他的國家亦陸續發現對

carbapenem具抗藥性A. baumannii院

內感染群突發5。1998年臺大醫院首次

分離出幾乎對所有的抗生素產生抗藥性

的AB菌，故稱之pandrug-resistant A. 

baumannii(PDRAB)6，至2000年該院

PDRAB所佔之比例為6.5%，可見無論國

內或國外抗藥性AB菌，在醫療環境中儼

然已變成不可忽視的院內感染菌。

貳、 多重抗藥性及泛抗藥性AB菌之

藥物治療

依Karlowsky等人調查美國24家實驗

室於1998至2001年研究多重抗藥性AB菌

(MDRAB)之定義為對於ceftazidime、cip-

rofloxacin、gentamicin及imipenem之抗

生素敏感試驗有三種或四種呈抗藥性即為

MDRAB1。AB菌對常用抗生素會產生抗

藥性，因此在治療上是一大挑戰，以下就

介紹目前文獻報告用於治療抗藥性AB菌

的治療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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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ulbactam治療抗藥性AB菌的

角色

Sulbactam為�-lactamase抑制劑，

與�-lactam抗生素併用以加強�-lactam

抗生素的殺菌作用。Sulbactam可結合

PBP2(penicillin-binding protein)，以抑

制AB菌生長，甚至會殺死AB菌，動物試

驗顯示sulbactam對AB菌的效果與Imipe-

nem相當。

Lee等人研究sulbactam對於PDRAB

的治療角色，將89位受到PDRAB感染的

患者分成A及B二組，A組患者(59位)給

予carbapenem合併sulbactam，B組(30

人)則給予第二代或第三代的cephalospo-

rins、antipseudomonas penicillins或fluo-

roquinolones合併使用aminoglycosides。

此外亦研究48株PDRAB使用抗生素合

併(或未併用)sulbactam的MIC。結果顯

示二組的臨床結果並無顯著差異，包括

感染症狀的緩解(42% vs 40%)或存活率

(59% vs 57%)，然而，48株菌株有16株

對imipenem/sulbactam合併使用具敏感

性，而只有2株菌株對imipenem單用具敏

感性。有30%的菌株原為imipenem抗藥

性或中度敏感性，加用sulbactam 後反轉

成敏感性菌株。Carbapenem/sulbactam

併用雖未改善臨床結果，但證實併用可降

低PDRAB菌株的MICs，因此對於AB菌感

染的治療若能積極早期的治療也許可避免

PDRAB菌株的產生7。

很多文獻報告單一使用 sulbactam即

可有效治療Imipenem 抗藥性AB菌(IRAB

之感染)8，Sulbactam的建議劑量是每日

1-6gm。Levin等人雖然成功地用ampi-

cillin-sulbactam治療嚴重之IRAB感染，

但有些專家僅敢建議sulbactam治療非危

及生命之IRAB感染9。至於PDRAB，應

不適合單用sulbactam治療。雖有很多不

同抗生素組合(imipenem、amikacin、

rifampin、levofloxacin、cephalosporin和

sulbactam)被提出實驗，至今仍無共識。

二、 Colistin(Polymyxin E)用於治療

抗藥性AB菌的角色

Colistin又名polymyxinE為屬於鎖

環狀多胜肽、帶陽性電荷抗生素，含有

colistinA、colistin B二種成分。其有類似

陽離子清潔劑功效，作用在革蘭氏陰性桿

菌細胞膜上的磷脂質(phospholipids)和酯

多醣(lipopolysaccharides)，破壞細胞膜

通透功能，使細胞質內容物洩流而達殺

菌效果。Colistin對革蘭氏陰性菌如Pseu-

domonas aeruginosa、AB菌引起之疾病

有效，Colistin因為毒性的關係，已經有

許多年未被用來治療革蘭氏陰性菌的感染

症，傳統上認為colistin比其他抗生素的效

果差，因為多重抗藥性格蘭氏陰性菌的問

題越來越嚴重，且常造成嚴重感染，可以

對抗這些抗藥性菌株的新抗生素短缺，使

得polymyxins這種老藥再被重新評估10。

Bukhary等人報告ㄧ位嚴重院內感

染MDRAB而導致腦膜炎的23歲年輕女

性，該患者的血液及腦脊液中接培養出

MDRAB，以高劑量imipenem, ciprofloxa-

cin 及全身性的colistin治療無效後改由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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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投予colistin 125,000 units每天二次，

連續使用三週，病患反應良好，且未發現

任何副作用11。

Michalopoulos等人曾以連續輸注的

方式注射colistin(2 MU/24 h)成功治療ㄧ

位41歲A. baumannii菌血症的患者，該患

者培養出的菌種為多重抗藥性(只對colis-

tin呈敏感性)，除此之外，該病患在住院

期間亦對多種藥物過敏，因此連續輸注

colistin為其救命治療方式，病患經該治療

後多重抗藥性菌血症消失，且未出現與其

他抗生素有交叉過敏(cross-reactivity)現

象12。

Colistin可分佈到肝、腎、心、肌肉

及肺部，但其無法通過血腦障壁(在非發

炎性腦膜)。Colistin由腎臟代謝，故在腎

臟功能不良病患需減量。腎功能正常病患

給藥劑量為2.5-5.5mg/kg/day IV或IM，分

2-4次給予；此外，為了預防colistin所造

成的腎毒性，亦有學者將colistin以nebu-

lizer液體吸入的方式投予，該投藥方式非

為FDA所核可之使用途徑，該藥的分解產

物會對肺部造成直接的傷害，而發生危及

生命的嚴重副作用，因此建議使用該投藥

方法時，於給藥前再以生理食鹽水進行配

製，然後立刻以nebulizer使用，須避免久

置，以防出現colistin的分解產物13。

最近的研究報告指出polymyxins造成

腎毒性的發生率及嚴重度並無以往的研究

報告那樣常見，也較輕微，立即停藥症狀

即可緩解，避免併用腎毒性和/或神經毒

性的藥物，注意劑量的調整，小心處理體

液及電解質不平衡的問題及使用重症照護

設備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先前研究資料的結

果與目前的研究結果不一致14。

三、Rifampin的協同作用

Rifampin單獨使用時很容易產生抗藥

性，但rifampin與其他抗生素使用時，卻

具有協同或加成的效果，如肺結核菌的治

療，而對於AB菌的治療亦有學者提出其

與其他抗生素併用具加乘效果。

Bassetti等人針對colistin以外的抗

生素產生抗藥性的AB菌造成肺炎及菌血

症的29重症病患，以靜脈輸注colistin 2 

MU t.i.d.加上靜脈輸注 rifampin 10mg/kg 

Q12H。所有的AB菌對colistin都具感受

性。靜脈輸注colistin 及 rifampin的天數為

17.7 (+/-10.4)天。試驗結果顯示29位病

患中有22位具臨床及微生物學反應，因感

染造成的死亡率為21%，3位病患治療後

出現腎毒性，但這些病患原先就有腎衰竭

的問題。對於原腎功能正常的患者則沒有

任何ㄧ位出現腎衰竭及腎毒性。作者的結

論為Colistin 及 rifampin合併治療對於多

重抗藥性AB菌造成的嚴重感染為唯一有

效及安全的藥物組合15。

Mireia等人以前導試驗(pilot study)研

究因CRAB(carbapenems resistance A. 

baumannii)而導致嚴重感染而併用rifam-

picin及imipenem的患者，追蹤其治療成

效，在病患治療中、後反覆細菌培養並監

測rifampicin的體外活性，並以PFGE(脈

衝場電泳，pulse-field gel electrophore-

sis)的方式檢視這些菌株的基因型。結果

共有10位病患進入此研究，其中3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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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死亡，有2位為治療失敗造成；剩餘7

位病患有5位痊癒，同時也有使用其他的

醫療處置如手術引流，移除導管等。7位

體外試驗顯示對rifampin有高度抗藥性，

PFGE顯示這些高抗藥性菌株與原先分離

的菌株相同。研究結果顯示對CRAB不建

議合併使用rifampin及imipenem16。

Rifampin與colistin併用時能得到治療

的益處，但與imipenem併用時卻易產生

抗藥性，因此臨床的治療角色及併用的抗

生素組合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四、Tigecycline的治療角色

Tigecycline結構屬於glycylcycline，

作用機轉與tetracycline相同，都是結合

在細菌核醣體30S subunit的相近位置上

(A site)來抑制蛋白質合成，達到抑菌效

果。不過tigecycline對此結合部位的親和

力更好，是tetracycline的5倍，此外，細

菌對tetracycline會產生抗藥性的兩個機

轉(efflux pump及ribosomal protection)卻

對tigecycline沒有效用。Tigecycline抗菌

範圍廣，包含許多抗藥性革蘭氏陽性菌、

抗藥性革蘭氏陰性菌、厭氧菌和非典型菌

種，讓臨床醫師在對治療高度抗藥性菌種

的感染多了另一個選擇。目前FDA只通過

複雜性皮膚及皮膚結構感染和複雜性腹腔

內感染的治療17。

María等人曾研究tigecycline對49株

AB菌，包括對imipenem產生抗藥性的菌

株的體外活性。這些菌株對tigecycline及

imipenem的MIC50及MIC90分別為2和

2mg/L及32和128mg/L，有92%的菌株

對tigecycline具感受性，僅20%的菌株對

Imipenem有感受性，以time-kill分析顯示

tigecycline不具殺菌活性，體外試驗結果

顯示tigecycline對AB菌包括對imipenem

有抗藥性的菌株有很好的抑菌活性18。

使用tigecycline用於治療Acineto-

bacter的臨床經驗不多，但研究顯示Aci-

netobacter菌株對tigecycline感受性逐漸

變差，此外還因使用tigecycline而出現抗

藥性的Acinetobacter。Anton等人報告有

二例先前曾使用過tigecycline治療其他部

位的感染的病患血液感染對tigecycline不

具感受性的AB菌；該二病患於AB菌感染

前分別接受tigecycline治療9天及16天，

一位患者因AB菌菌血症而死亡，另一位

患者則在更換抗生素使用後復原。當時

tigecycline的MICs分別為4及16 mg/L，

二株菌株皆為多重抗藥性的基因型態，可

能因efflux pump機轉造成，tigecycline的

藥動學研究顯示當投予100mg的負荷劑量

後再使用50mg q12h的維持劑量，達到穩

定血中濃度時的平均最高血中濃度為0.63 

(±0.28) mg/L，投藥後藥物會迅速由血漿

分佈至組織中，而使tigecycline之血液中

濃度偏低19，因此於治療 AB菌須特別注

意抗藥性產生的問題20。

其他的tetracyclines，包括doxycy-

cline及minocycline也有一些小型的案例

報告指出對多重抗藥性Acinetobacter造成

肺炎的重症病人顯示有治療效果，但仍需

進一步的研究。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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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菌在臨床上是一大挑戰，治療首

先須釐清該菌是否為真正致病菌，雖然

大部分的AB菌都是低致病性的，但在某

些情況下。尤其是住院長久之病患，也可

能造成病患的罹病及死亡。若分離出來之

AB菌株對多種藥物同時具感受性，是否

須抗生素合併使用至今仍不清楚，若宿主

沒有任何明顯的合併症，單一治療應是

足夠的。若病菌對抗生素感受性測試的

結果為抗藥性，同時臨床上顯示為ㄧ個

真正的感染時該如何處理？Jaruratana-

sirikul等人曾以長時間輸注以維持較高的

carbapenems藥物血中濃度而克服此問

題21。Colistin在體外試驗顯示對carbap-

enem產生抗藥性的菌株有效，但與目前

臨床上使用於對抗AB菌的抗生素則缺乏

療效比較資料，Colistin對肺部的穿透力

很差，於MDRAB造成老鼠肺炎的實驗模

式顯示會惡化病情，因此若為CRAB所造

成的致命性肺炎不建議首選colistin，對於

中度carbapenem-resistant (MIC, 8mg/l)

的AB菌感染， imipenem應仍是最佳的

選擇用藥，此時會建議併用aminoglyco-

sides，若對imipenem具高度抗藥性(MIC, 

512mg/l)，則建議rifampin(若為中度抗

藥性)合併使用imipenem、tobramycin或

colistin。Sulbactam屬抑菌性抗生素，應

投予高劑量如8g/day；新的抗生素如tige-

cycline，體外試驗顯示對CRAB有很好的

殺菌作用，但臨床經驗較為不足22。而AB

菌最有效的治療方法是什麼仍需前瞻性的

隨機臨床試驗來進一步的証實。

AB菌原是人類皮膚上的正常菌叢之

一，近幾年卻成為院內感染的重要病原

菌，而且其抗藥性更是越來越強。由於

抗生素使用不適當，而引發菌株抗藥性的

問題，已經由許多研究結果證實，Hsue

等人研究台大醫院CRAB(從1993年的

5.88%增加至2000為21.5%)及PDRAB(從

1998的0%增加至2000年的6.5%)增加的

原因發現與carbapenem及ciprofloxacin的

使用增加有關，但與廣效的cephalospo-

rins及aminoglycosides的使用無關6，因

此，有效管理抗生素，才是遏止抗藥性菌

株出現的重要關鍵；另外，藉由醫護人員

造成交互感染的事件一再發生，故醫護人

員能夠正確執行感染管制措施，確實的遵

從無菌技術，執行醫療過程中加強洗手，

是預防院內菌株傳播及院內感染群突發最

重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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