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夏季號

非結核分枝桿菌
NTM
■ 陳佩君
行政院衛生署胸腔病院門診護理師
一、前言
有別於結核菌所受到醫界的重視，廣泛存在於自然界中，卻長期被忽略的非結核分
枝桿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NTM)，近年來由於愛滋病患逐年增加及分枝桿
菌檢驗技術的進步，NTM的分離率及罹病率正不斷上升，國內的研究報告也發現有相同
的情形。而NTM的治療與肺結核的治療並不完全相同，且不同種類的NTM其致病力與
治療方法也有差異，NTM很容易產生多重抗藥性，甚至有些菌種很難根除，NTM菌種
的鑑定須依據細菌於培養時生長速度的快慢，如鳥型結核菌和M. kansasii 是屬於慢速生
長型，但是M. abscessus 和M. fortuitum 則是屬於快速生長型。治療上必須先鑑別其種
類，再選擇多種抗生素，合併或不合併外科手術治療。
二、非結核分枝桿菌的分類
NTM廣泛存在於自然界，原是屬於環境中如水或土壤的腐生菌，引起人類伺機性感
染的低病原性微生物，NTM也是醫療照護機構供水系統中常被發現的耐酸性桿菌，但分
離出NTM並不代表罹病。在正常情況下，NTM並不會在人體造成疾病，但當宿主的免疫
力或皮膚、黏膜的保護屏障受損，它們才會在人體造成感染症狀。
NTM至今已有12種以上被辨識，Runyon的分類中，依照光照之後顏色的變化及
生長速度分為四群(表一)：第一群Photochromogens生長緩慢的光照產色菌。第二群
Scotochromogens生長緩慢的黑暗產色菌。第三群Nonchromogens生長緩慢的非光照
產色菌。第四群Rapid grower生長迅速的分枝桿菌。但不是所有的NTM都與人類的感染
有關聯，只有少數某些種類的NTM導致大多數人類的疾病，如MAC中的M. avium 和M.

intracellulare ，是NTM引起的肺部感染中最常見的菌種。其它常引起肺部感染的NTM還包
括M. kansasii、M. abscessus 和M. fortuitum 。至今仍缺乏足夠的證據顯示，NTM可直接
由動物或人與人之間相互感染，大部分的NTM對於抵抗力不佳的宿主會引起感染症狀，
除了成年病患的肺部感染外，還有孩童的頸部淋巴腺感染、皮膚軟組織骨骼感染，及免疫

防癆雜誌2013年夏季號

13

機能不全病患的全身性感染。
表一

非結核分枝桿菌之分類

分類

菌種

生長緩慢的非結核分枝桿菌

M. kansasii, M. marinum, M. simiae, M. asiaticum
Runyon Group II：黑暗產色菌
M. scrofulaceum, M. xenopi, M. szulgai,
M. ﬂavscens 及M. gordonae
Runyon Group III：非光照產色菌 M. avium complex, M. malmoense, M. ulcerans 及
M. terrae complex
Runyon Group I：光照產色菌

生長快速的非結核分枝桿菌
Runyon Group IV

M. fortuitum, M. abscessus, M. chelonae

三、非結核分枝桿菌肺部感染的診斷
首先必須先評估病患的免疫力，病患是否有局部或全身免疫力的缺損，甚至是否為愛
滋病患，另外還必須包括三個部份：一、臨床症狀；二、胸部X光片或胸部電腦斷層影像
顯示肺部有病灶；三、細菌學上的標準為：(一)一年內至少三次自呼吸道檢體培養出同一
菌種，(二)若無法得到痰檢體，僅一次呼吸道沖洗液培養陽性，則菌落應為2+以上，或染
色抹片菌數2+以上，(三)自不受污染之組織切片培養出非結核分枝桿菌。有了以上的標準
之後才依據來判斷是否病人罹患此病，還是只是正常生長於上呼吸道而己。
非結核分枝桿菌肺部感染若合併其臨床及影像上的檢查可分為五種表現的方式：(一)
典型的感染，(二)非典型的感染，(三)無症狀病患合併肺部結節，(四)非結核分枝桿菌肺部
感染合併achalasia，(五)感染免疫不全的病患。通常典型的非結核分枝桿菌胸部感染的X
光表現可能為：
1. 在上肺葉的肺尖及後段呈現線條及結節性病灶，可合併鈣化。
2. 侵犯下肺葉較少見。
3. 病灶的變化相當大，可由很輕微的病灶只侵犯一個肺段到很明顯侵犯兩側許多肺段。
這些病灶通常變化相當慢。
. 開洞：開洞也是相當常見的病灶，常見於上肺葉。這些空洞通常是小空洞(平均約2.
公分)且壁較薄。由於開洞便於經由支氣管傳播，故經常合併單側或雙側結節性病灶。
. 結節性病灶可由到1 mm大小，在胸部電腦斷層呈centrilobular分佈。
6. 常合併肺尖肋膜變厚。
. 很少合併縱膈淋巴病變及肋膜積水，也很少呈粟粒狀病變(milia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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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非典型的非結核分枝桿菌胸部感染的X光表現可能為：
1. 通常侵犯右中葉及左側舌葉。
2. 病灶合併支氣管擴張及許多1-3 mm的小結節(centrilobular nodules)。
3. 通常高解析度電腦斷層攝影(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HRCT)會比胸
部X光片有更好的影像。
. 空洞，毛玻璃狀病灶(ground glass areas)，體積縮小及淋巴結病變並不常見。
非結核分枝桿菌的臨床診斷：一般分為四類：
1. 確定感染(deﬁnite infection)。
2. 可能感染(probable infection)。
3. 也許感染(possible infection)。
. 正常呼吸道移生和污染(colonization and contamination)。
確定感染：必須符合下列的條件：
1. 由來自屍體解剖，肺部切片或支氣管鏡切片直接分離出非結核分枝桿菌。
2. 支氣管鏡切片標本中發現肉芽腫或分枝桿菌(或兩者皆有)合併由呼吸道檢體中培養出
非結核分枝桿菌。
3. 四套或以上痰培養出大量非結核分枝桿菌。
. 由支氣管鏡沖洗液中培養出M. kansasii 這株分枝桿菌，不像M. avium-intracellulare ，
通常都是致病菌。
. 愛滋病患由支氣管鏡沖洗液中培養出非結核分枝桿菌且合併血液或骨髓培養陽性。
可能感染：
1. 支氣管鏡擦刷(bronchoscopic brushings)出的標本中染到分枝桿菌，同時支氣管鏡沖
洗液中培養出非結核分枝桿菌，加上胸部影像符合非結核分枝桿菌感染時變化。
2. 二到三套痰培養出非結核分枝桿菌，且胸
部影像符合非結核分枝桿菌感染時變化。
也許感染：一到多套由呼吸道分泌物中培養出
非結核分枝桿菌且合併其他肺部病灶。
正常呼吸道移生和污染：一至多套由呼吸道
分泌物中培養出非結核分枝桿菌但胸部X光
片並無肺部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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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非結核分枝桿菌肺疾病之診斷標準

臨床症狀
1. 符合非結核分枝桿菌疾病的徵候和症狀(如長期發燒、咳嗽、體重減輕、呼吸困難)；
假如先前曾罹患過肺結核，需有持續惡化之現象。
2. 其他的疾病，如結核病和癌症，須加以排除或治療之。
放射學上的影像
1. 在影像學上可看到浸潤、結節或開洞，或是HRCT上可看到支氣管擴張症合併許多的
小結節。
2. 須排除其他的疾病，如結核病。
細菌學的標準
1. 痰培養至少2次培養陽性或
2. 自支氣管灌洗液(bronchial wash)或沖洗液(lavage)中至少1次培養陽性或
3. 經支氣管(transbronchial)或其他的肺組織切片顯示有分枝桿菌的組織病理特徵，如肉
芽腫性發炎或耐酸菌，並且檢體中培養出NTM；或切片顯示有分枝桿菌的組織病理特
徵，如肉芽腫性發炎或耐酸菌，並且1次以上的痰培養或支氣管灌洗液培養出NTM。
四、治療
針對NTM感染症之治療，首先須判定是否真是NTM引起的疾病，否則若只是單純的
移生，不需治療只需觀察，倘若一旦確定是NTM所引起的疾病，所需治療期可長達一年
半以上。目前治療NTM的ㄧ般準則簡述如下，而個別菌種建議之藥物組合及常用藥物之
劑量可參考表三及表四。
1. 對大部分的NTM而言，包括M. kansasii , MAC，一般需在痰檢體轉陰性後再繼續治療
12個月以上。
2. 雖然體外的NTM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未必一致，但某些藥物敏感性試驗的結果仍建議
可作為選擇抗生素的參考，比如clarithromycin之於MAC，rifampin之於M. kansasii 。
尤其對快速生長的非結核分枝桿菌而言，它們對傳統的抗結核藥物都具有抗藥性，因
此在治療上必須依據藥物敏感性試驗的結果給藥，而試驗的藥物應包含amikacin
(對M. chelonae 而言尚需加入tobramycin), clarithromycin, quinolones(尤其是
moxiﬂoxacin), sulfamethoxazole, doxycycline, cefoxitin, linezolid和imipenem。
3. 不建議對疑似NTM肺疾病的患者給予經驗性抗生素療法(empirical antimicrobial therapy)。
. 病人的症狀決定治療的方向。如病灶侷限於某一處，尤其是難以治療的NTM患者，
可以考慮手術切除的方式作為抗生素治療的另一替代療法。
. 因NTM而造成過敏性肺疾病的患者，如因MAC而導致的過敏性肺炎，在治療上應考
慮使用皮質類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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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常見非結核分枝桿菌肺疾病之治療藥物組合

菌種

建議的治療組合

生長緩慢的非結核分枝桿菌
Rifampin, ethambutol, isoniazid為首選(根據研究結果，每週三
M. kansasii
次的給藥方式對M kansasii 感染可能有效)；假如rifampin有抗藥
性，可考慮高劑量的isoniazid, ethambutol合併1-2種其他的藥物
(sulfamethoxazole, amikacin/streptomycin, macrolide, quinolone)
或採以macrolide/quinolone為主的治療組合(至少再加上一種具感
受性的藥物，如ethambutol或sulfamethoxazole)。

M. szulgai
M. avium complex

Rifampin, ethambutol, isoniazid ± pyrazinamide。
大部分的患者可以每週三次的方式投予macrolide, rifampin,
ethambutol；但若是播種型/開洞型等重症患者，建議採行每
天投予的方式給藥，並在前2-3個月應加上aminoglycoside；
若對macrolide有抗藥性，則以isoniazid, rifampin(或rifabutin),
ethambutol, amikacin/streptomycin(前3-6個月)治療。

M. malmoense
M. xenopi

Rifampin, ethambutol, isoniazid ± macrolide/quinolone。
Rifampin, isoniazid ± streptomycin(前3-6個月)；quinolone可能
有效。

生長快速的非結核分枝桿菌
Macrolide加上一至多種注射型藥物(amikacin, cefoxitin,
M. abscessus
imipenem)；倘若病灶侷限於一處，藥物合併手術治療可達到最
佳的成效。

M. chelonae
M. fortuitum

Clarithromycin合併一至多種具感受性的藥物。
至少使用兩種具感受性的藥物，難治的患者可合併手術治療。

*Macrolide = clarithromycin/azithromycin；Quinolone = 主要以moxiﬂoxacin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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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常見用於治療非結核分枝桿菌之建議藥物劑量

藥物

劑量/頻次

備註

Streptomycin

-2 mg/kg，每週三次

使用較低的劑量時治療期須延長(6個月

Amikacin

-2 mg/kg，每週三次

或更長)；低劑量的amikacin用於0歲

Aminoglycoside

以上的患者，有些患者可使用到最大劑
量00 mg。
Ethambutol
Isoniazid

1 mg/kg/day；每週三

針對有抗藥性的M kansasii ，可使用高

次，每次2 mg/kg

劑量2 mg/kg/ day。

300 mg/day

針對有抗藥性的M kansasii ，可使用高
劑量00 mg/day，並合併pyridoxine
(0 mg/day)；macrolide加上quinolone
對有些患者而言可能是優先選擇。

Macrolide
Clarithromycin
Azithromycin

00-1000 mg/day；每週

對某些有腸胃道不適的患者而言，

三次，每次1000 mg

azithromycin為優先選擇；0 kg以下

20-300 mg/day；每週三

或0歲以上的患者，clarithromycin之

次，每次00-600 mg

劑量應降為00 mg/day以減輕腸胃道
之不適。

Rifamycin
Rifampin
Rifabutin

0-600 mg/day；每週三

0 kg以下的患者，rifampin之劑量為

次，每次600 mg

0 mg/day。

10-300 mg/day；每週三

Rifampin之耐受性較佳。但對MAC之療

次，每次300 mg

效，rifabutin優於rifampin。

Quinolone
Levoﬂoxacin

00-1000 mg/day

Moxiﬂoxacin

00 mg/day

NTM感染的治療是困難且複雜的，包括MAC和M. abscessus 等都屬於難治的NTM，
因此在治療的過程中同時使用多種藥物是必須的。常因服藥期太長、藥物副作用太大以致
耐受性不佳，都可能導致患者無法遵從醫囑完成療程，以致造成治療失敗或抗藥性。表五
為治療NTM時常見的藥物副作用及注意事項，其中有些副作用是無法避免的，但為了達
成治療的目標，臨床的醫療人員必須儘可能的協助患者接受完整的治療，仔細評估並迅速
處理藥物的副作用，必要時請醫師調整處方的藥物組合，使患者得以按時不間斷的服藥。

18

防癆雜誌2013年夏季號

2013年
夏季號

表五

非結核分枝桿菌治療藥物之常見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藥物

副作用/毒性

注意事項

Streptomycin

注射部位疼痛。

觀察是否有聽力改變、暈眩等症

Amikacin

耳毒性、腎毒性、溶血性貧

狀；高危險群的病人應定期接受

血、再生不良性貧血、血小板

聽力測驗；定期監測amikacin的

過低等。

血中濃度。

與劑量相關之視神經炎、周邊

若發生視力模糊的症狀應立即停用

神經炎。

藥物；定期接受視力檢查及觀察是

Aminoglycoside

Ethambutol

否有紅綠色盲的情形。
Isoniazid

肝炎、周邊神經炎、過敏

定期監測肝臟功能，並觀察是否有

反應，如皮疹、Stevens-

過敏等的臨床症狀。

Johnson syndrome等。
Macrolide
Clarithromycin

腸胃不適、藥物交互作用等。

定期監測肝臟功能，並觀察患者的

Azithromycin

腸胃不適、頭痛、頭暈等。

臨床症狀。

皮疹/搔癢、胃腸不適、肝毒性、

定期監測肝臟功能，並觀察患者的

尿呈橘紅色及血小板減少等。

臨床症狀。

皮疹/搔癢、胃腸不適、肝毒

定期監測白血球及血小板數量。

Rifamycin
Rifampin
Rifabutin

性、白血球偏低、眼葡萄膜炎
(uveitis)等。
Quinolone
Levoﬂoxacin

胃腸不適、頭暈、頭痛及過敏

Moxiﬂoxacin

反應等。

注意患者的臨床症狀。

伍、結論
非結核分枝桿菌的肺部感染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診斷方面，主要依賴：(1)臨床症
狀。(2)放射學上的影像。(3)細菌培養的標準。多數NTM肺炎是由MAC引起的，通常NTM
肺炎與病患本身肺部有結構性問題或支氣管擴張有關係。即使NTM是普遍存在於我們的
環境裡，但只有少數的個體有引發感染的問題，其可能與宿主及其免疫功能不全有關。且
NTM的治療與肺結核的治療並不完全相同，除了需多重藥物長期治療外，有時也需要外
科手術介入，另外NTM也很容易產生多重抗藥性，治療上必須小心預防抗藥性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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