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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抗生素使用 

明智地使用抗生素 

合理的抗生素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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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的療效 

 

1IDSA Position Paper ‘08 Clin Infect Dis47(S3):S249-65; 2IDSA/ACCP/ATS/SCCM Position Paper ‘10 Clin Infect Dis In Press; 3Kerr AJ. Subacute 

Bacterial Endocarditis.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1955 & Lancet 1935 226:383-4; 4Lancet ‘38 231:733-4 & Waringet al. ‘48 Am J Med 

5:402-18; 5Spellberg et al. ‘09 Clin Infect Dis49:383-91 & Madsen ‘73 Infection 1:76-81; 6‘88Lancet 2:349-60  

 

感染症 死亡率 未使用抗生素
治療的 

死亡率改變 
抗生素前年代 抗生素治療 

社區性肺炎 ~35% ~10% +350% 

醫院獲得性肺炎 ~60% ~30% +200% 

心臟感染 ~100% ~25% +400% 

中樞神經感染 >80% <20% +400% 

皮膚感染 11% <0.5% +2200% 

心臟病使用Aspirin或血栓溶解劑治療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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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 

最常被使用藥物種類之一 

50% ~ 80%住院病人曾使用 

藥費支出，多達20 ~50%住院藥費 

世界各地的研究顯示，不當使用的比率很
高， 3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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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當抗菌藥物治療 

對各種臨床感染症存活率的影響 

Kumar A et al. Chest 2009;136:1237-48. 

肺炎 

腹內感染 

皮膚感染 

尿路感染 

血管內導管感染 

原發性血流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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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當抗菌藥物治療 

對各種致病菌引發感染症存活率的影響 

Kumar A et al. Chest 2009;136:12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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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住院病人，平分兩組處方方案（各218） 
P+T處方組﹕3新生兒移生經驗性治療抗藥的桿菌﹔ 
A+T處方組﹕ 41新生兒移生經驗性治療抗藥的桿菌 

 （ OR 18X, 95%CI 5.6 – 58.0, P <0.001） 
當單位交換處方方案，移生模式亦見相似變化 

Lancet 2000, 355: 973–78 

 



Antibiotic Resistance Differs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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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性細菌出現的後果 

治療失敗 

增加罹病率、死亡率 

延長住院 

使用越多廣效抗生素 

增加抗藥性細菌產生的選擇壓力(惡性循環) 

增加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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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使用為何是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 

 

抗生素的發現：改變了醫學史，為有價值的現
代醫學，是人類的珍貴瑰寶 

細菌抗藥性將大大降低抗生素的功能 

嚴重感染的救命丹：過去，現在 

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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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dopted from Spellberg B, et al. Clin Infect Dis 2004;38:1279-86 

預計在最近5至10年內 
將沒有新的抗菌藥可被上市使用! 

美國FDA新核准上市新抗菌藥 

1983 - 2011 



預防醫療機構抗藥性細菌出現的關鍵策略 

預防感染 

有效診斷和治療感染 

明智地使用抗生素 

防止傳播 

Campaign to Prevent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Healthcare Settings 

臨床醫生就可以解決！ CDC, USA 



適當使用抗生素的理由 

促進醫療品質(改善醫療成效) 

維護病人安全(減少藥物不良反應) 

降低微生物抗藥性產生 

降低不必要的抗菌藥物費用支出 

 

14 



適當&合理的抗生素使用 

適當地使用 (appropriate use) 

合理的管理策略 (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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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抗生素前… 

有必要使用抗生素嗎？ 

最適當的抗生素是什麼？ 

劑量，頻率，途徑和期限？ 

治療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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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適應症是否存在？ 

發燒不全然是感染症 

炎症、癌症 

感染症不全然是細菌感染 

沒有證據顯示抗生素可預防病毒感染的繼發性
細菌感染 

細菌感染不全然需要抗生素治療 

清創引流皮膚膿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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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治療適應症 
顯然為細菌感染 

尿路感染 

蜂窩性組織炎 

壞死性筋膜炎 

肺炎 

有可能感染細菌 

敗血症 

急性感染性心內膜炎 

急性細菌性腦膜炎 

中性白血球低下熱 

不一定要抗生素治療： 
•一般的病毒感染 
•輕微的細菌感染 

 
•無生命危險的不明發燒 
• 病菌複雜、臨床反應較緩、療程較
久的重要感染 

不要使用抗生素治療： 
•一般病毒感染，如感冒、URI… 
•無症狀尿路感染 
•慢性皮膚潰瘍 
•非感染症  … 



感染 (Infection) 

vs. 

移生 (Colonization) 

vs. 

發炎 (Inflammation) 

不要治療 

移生及不是感染的發炎！ 

 

 



使用抗生素前… 

有必要使用抗生素嗎？ 

最適當的抗生素是什麼？ 

劑量，頻率，途徑和期限？ 

治療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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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抗生素前… 

用大腦：想一想，什麼是最有可能的細菌？ 

感染部位? 

社區或院內感染? 

TOCC? 

潛在疾病…? 

動手：收集標本進行染色及培養 

用眼睛：識別病原體 



明智的經驗性抗生素治療 

感染症知識 

評估感染症的性質 

行醫處細菌抗藥性知識 

知道先前預防或治療的抗生素對疾病的病
理生理學或抗藥性特徵的改變 

感染處檢體直接染色觀察 



為什麼需鏡檢感染檢體? 

顯示炎症反應的規模和類型 

確效檢體的品質 

即時推定診斷並予導向准定向治療 

提供存在厭氧細菌或不尋常病原體的直接
證據(一般無法或不易培養出來的) 



鏡檢感染檢體 

快速、直接導向有效的准定向治療 

減少廣效抗生素使用及組合抗生素使用 

減少不確定診斷 

積累正確的臨床經驗 

感染症：愈嚴重、愈複雜 
更需要!!! 



為什麼需要微生物培養？ 

確定感染診斷 

獲取藥敏試驗結果 

決定治療時間 

預留後路：進一步評估意外的分離菌和藥
敏試驗 

進一步研究並積累經驗 

提供降階治療的基礎 



選擇抗生素治療:一般原則 

•初步診斷感染部位 

•取得標本培養後迅速給
藥 (要快！) 

–血液培養 

–病灶檢體之染色與培養 

•靜脈投予殺菌藥物 

•最大推薦劑量 (要強！) 

•仍未有分離菌，需涵
蓋 80-90% 可能之致
病菌 (要廣！) 

•選用藥物依據: 

–參考感染部位、先前用
藥，推測可能的致病菌 

–社區型感染 vs. 院內
感染 

–潛在性疾病 



病人因素 

年齡 

生理功能 

遺傳因素 

懷孕/哺乳 

感染的部位和嚴重程度 

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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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因素 

藥物動力學/藥效學（PK/ PD） 

吸收 

排泄 

組織濃度 

高峰濃度，AUC，time above MIC 

毒性和其他不良反應 

藥物相互作用 

成本 

28 



使用抗生素前… 

有必要使用抗生素嗎？ 

最適當的抗生素是什麼？ 

劑量，頻率，途徑和期限？ 

治療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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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 (drainage) 

- Intra-abdominal abscess         -  Septic arthritis 

- Thoracic empyema                -  Pyelonephritis 

–Cholangitis 

擴創 (debridement) 

- Necrotizing fasciitis            - Mediastinitis 

–Infected pancreatic necrosis     - Intestinal infarction 

移除受感染的人工植入物 (device removal ) 

- Infected vascular catheter   

- Urinary catheter   

- Colonized endotracheal tube 

手術修補感染源 (definitive control ) 

- Sigmoid resection for diverticulitis      

- Amputation for clostridial myonecrosis 

- Cholecystectomy for gangrenous cholecystitis    

控制感染源：範例説明  



定向治療 (降階治療) 

窄效抗生素 

單一 vs. 多種抗生素治療 

靜脈投予 轉換口服 

藥物動力學(如：once daily aminoglycosides) 

藥物經濟學 

 



併用抗生素的合理性 

增廣抗菌譜 

敗血症，中性白血球減少性熱病，多部位/多病
原感染 

加強抗菌活性 

協同效應 (synergistic effect) 

減少或防止抗藥性產生 

結核病，AIDS，院內病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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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用抗生素的的缺點 

藥物不良反應及毒性的風險 

拮抗作用的風險 

成本 

安全假象 

抗藥性的選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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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藥物治療失敗的原因 

無抗生素治療 

選擇錯誤的抗生素 

錯誤的藥敏試驗 

病原鑑定錯誤 

藥物間的相互作用 

未適當引流 

新感染（超感染） 

免疫功能低下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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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抗生素使用 

未降階而使用更效的抗生素 

延長預防性抗生素 >24H 

縮短或延長定向抗生素治療 

非必要的併用治療 

未依藥敏結果調整抗生素 

延遲經驗與定向抗生素使用 

延遲適當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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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治療期 

依特定感染症一般建議療程 

非特定感染症  

儘快 靜脈注射口服 

儘快 停止 

隨時想到： 
是否仍有需用抗生素的適應症？ 

沒有  停藥  



Copyright restrictions may apply. 

Chastre, J. et al. JAMA 2003;290:2588-2598. 

Kaplan-Meier Estimates of the Probability of Survival 

Comparison of 8 vs 15 days antibiotic therapy for 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 –  

a randomized trial 



外科手術預防性抗生素使用原則 

適應症： 

清淨-污染性傷口手術、重大清淨傷口手術 

時機： 

除剖腹產外，於誘導麻醉時施打 

抗生素選擇 

考慮地區抗藥性及藥價 

施用途徑 

靜脈注射為原則 

使用期限 

術前適時一劑即可；使用超出24 h，視為不適當 



合理的抗生素使用 

明智地使用抗生素 

合理的抗生素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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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抗生素使用需要管理? 

細菌抗藥性是公共衛生課題 

全球性細菌抗藥性的快速增加 

新抗生素發展緩慢 

確保醫療品質 

抗生素使用是一項專業的學門 

管理式照護醫療的時代 

醫療費用支出受到緊縮限制，必須有效
的資源分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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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人使用不必要抗菌藥物治療天數的原因 

42 

治
療
天
數 

Hecker MT, et al. Arch Intern Med 2003;163:972-8 

1,941抗菌藥物治療使用天中的576（30％） 
被視為是使用不必要抗菌藥物 

多於必要治療 
之天數 

無細菌感染或
相關症候群 

治療移生菌或
污染菌 



Fluoroquinolones(FQs)類藥物 
在醫學中心急診部的不當使用率(U of Pennsyl) 

Lautenbach E, et al. Arch Intern Med 2003, 163(5):601-605. 

 

連續100例使用FQs病人中 
不適當使用:81例 

43例（53％）可用其
它一線藥 
27例（33%)沒有感染
的證據 
11例（14％），無法
評估其抗菌治療需要 

適當使用:19例 
只有1人獲得正確劑
量和治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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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應建立抗生素使用管理規範 

組成醫院抗生素使用管理委員會(小組) 

建立抗生素處方（與臨床醫師充分協商後） 

感染治療性和預防性抗生素使用準則制定 

  （醫生的責任） 

抗生素使用的事先審查 

抗生素使用的監測及回饋資料給醫生（適當使用） 

負責教育和傳播信息 

與醫院感染控制小組密切合作 



限制抗生素處方管理 

預先核准限制抗菌劑，才批准使用 

審核單 

電腦線上審核 

會診 

第一劑抗生素選定 48-72小時後，依據更多
的臨床和微生物學資料作第二種建議 



抗生素政策 

常見感染 

伺機性感染和“透析”感染 

腎功能衰竭的劑量調整 

治療藥物監測 

預防性抗生素方案 











Division of medicine's antibiotic policy printed for label to be stuck on to pagers 



抗生素使用電腦輔助處理系統 

限制抗生素處方 

允許處方的人員、期限、適應症 

建議劑量 

自動腎功能計算 

建議劑量顯示 

線上審核、監視 

使用資料收集 

 

 



良好的抗生素使用醫療行為 

病人是否實際需要抗生素？ 

儘早移除或減少受感染的部位 

抗生素使用2~3日，需依臨床改善及藥敏結果
執行降階治療 

在72小時內若臨床反應不良，應重新考慮臨床
診斷、抗生素選擇、繼發性感染 

抗生素治療7~10天後，應再審視續用需要 

手術預防性抗生素在誘導麻醉時開始，最長不
超過 24小時 



將抗生素管理從限制進化至便利使用 

定期更新指引 

限制處方/預先授權 

促進精簡(降階)的策略 

監測/回饋 

使用內容的排比(benchm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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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細菌抗藥性是世界各地被關注的主要問題 

只要有抗生素的使用，抗藥性就無可避免 

過去二十年沒有推出新一類抗生素，未來
十年也可預期無任新一類抗生素可供臨床
使用 

唯一出路，就是適當使用以延長抗生素的
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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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導，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