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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菌檢驗內部品質管制作業指引 

1. 目的

為確保各機構執行結核菌檢驗之內部品管作業的一致性，故制訂本文件供各單位參考之。

2. 範圍

結核菌檢驗包括抗酸菌染色檢驗、抗酸菌培養、結核菌鑑定及結核菌藥物敏感性試驗；

本文件所包括之內部品管作業涵蓋檢體收集及前處理，前述四項檢驗，及實驗室系統性

之品質指標管理。

3. 名詞解釋

3.1  抗酸菌染色檢驗 - 抗酸菌染色檢驗可以分成檢體需要經過濃縮去污處理的「濃縮抹片

染色」，及檢體不需要前處理的「直接抹片染色」，本文所述之抗酸菌染色檢驗為

「濃縮抹片染色」。

4. 內容

4.1 檢體收集及前處理

               4.1.1 檢體採集與傳送 
結核菌檢驗可受理的檢體別相當多樣，每一種檢體別收集及傳送的注意事項皆

不同，實驗室應制訂相關規範或衛教單張給醫護人員及病人，其內容可以參考

CLSI M48-A Laboratory Det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Mycobacteria。 
以臨床最常收集的痰液檢體為例，其相關建議包括：

4.1.1.1 收集：收集病人深度咳嗽、來自下呼吸道的檢體。一般建議連續三天、

每天各收集一套檢體，以每天清晨第一口痰為佳，切勿將不同套檢體放

在同一收集容器中。

4.1.1.2 容器與體積：使用無菌容器，一般建議使 50 mL離心管，至少收 3 mL檢

體。

4.1.1.3 傳送與儲存：在收集後盡快送到實驗室；如果一小時內無法送到時，需

先暫存在冷藏冰箱。

4.1.1.4 檢體傳送：如需外送到代檢實驗室，需以三層包裝冷藏但非冷凍的條件

傳送。

4.1.2 檢體前處理 
4.1.2.1  無菌檢體前處理：取自無菌部位的檢體，如為液態檢體，應先以 3,000 x 

g 離心 30 分鐘後，取其沈澱物直接接種到培養基。如為組織檢體，需加

入無菌的生理食鹽水或 0.2 % 胎牛血清硏磨後接種到培養基。 
4.1.2.2  離心轉速：一般檢體在經過消化去污處理的離心條件至少為 3,000 x g 離

心 15 分鐘，且溫度需控制在 20℃或以下，轉速或時間不足、溫度過高

都會影響後續的檢驗結果。

4.1.3 前處理試劑品管 
4.1.3.1  實驗室如使用自行配製的 NaOH 及 PBS 緩衝液時，應留意如何避免抗酸

菌及一般雜菌的污染。包括試劑在配製時建議使用二次水，其過濾器應

定期更換；試劑應盡量以小量分裝在玻璃血清瓶內並於短時間內使用完

畢，不可使用大塑膠桶大量配製存放；配製完成的試劑應經過高壓滅菌

處理，所使用的高壓滅菌鍋應每批使用化學指示劑、每週使用生物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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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確認滅菌效果；使用過的血清瓶於洗淨後，應用二次水 rinse 後，放

到 65-75℃烘箱內烘乾後才可使用。 
4.1.3.2  另外，於每一批試劑配製後，可先取 NaOH 及 PBS 緩衝液各 3 mL 分別

加入 Kohn tube 中，再將念珠菌 (Candida spp. ) 加入，調至懸浮液混濁

度相當於 McFarland No. 0.5，再將 Kohn tube 內的懸浮液倒入離心管離

心 3,000 x g，15 分鐘，倒去上清液，然後取沉澱物製成抹片檢查是否有

抗酸菌污染，確認無污染之試劑方能使用於臨床檢體之前處理。 
4.1.3.3   自行配製的試劑應視同購買的試劑導入管理。每一次配製時建議給予批

號紀錄，容器上需標示內容物、配製日期、配製者、有效期限及存放條

件等，並建議可以此為這一批配製的第幾瓶之標示。每次取用時應記錄

批號及第幾瓶，以利未來如有污染事件時，可以從記錄中回溯、推測是

否為試劑配製時的污染。 
        4.2 抗酸菌抹片染色檢驗 （濃縮法） 

常見的抗酸菌抹片染色方法包括螢光染色法 (Fluorochrome stain) 及複紅染色法 (Carbo 
fuchsin stain)，複紅染色法又可區分為 Ziehl-Neelsen method 及 Kinyoun method 。目前

文獻指出，螢光染色法與 Ziehl-Neelsen method 有相當的敏感度及特異性，其表現優

於 Kinyoun method。有鑑於螢光染色下不容易觀察到菌落型態，較易有誤判問題，故

一般建議先以螢光染色作篩檢，若懷疑有陽性菌落時，再以 Ziehl-Neelsen method 確
認之。 

                以下為進行抗酸菌抹片染色檢驗需注意的問題。 
4.2.1 抹片製備 

玻片選擇與標示：為避免閱片時的干擾，應選擇新的、乾淨的、較無雜質的玻

片。玻片建議以玻片打印機打印或以不易掉色與脫落的標籤貼紙標示，先將檢

體的辨識資料標示好，方便在抹片製備時核對。如以手工標示，不建議使用蠟

筆，因為蠟筆在染色過程容易剝落。 
4.2.2 染色品管 

4.2.2.1 染色試劑品管： 
(1) 染色試劑品管時機：新批次 (new batch) 試劑入貨、每次 (each run) 操

作螢光染色及每天操作複紅染色時時，都應執行陽性及陰性染色品

管，結果均須紀錄。 
(2) 染色品管片準備：品管片可以以處理過的臨床檢體之沈澱物，或是

臨床菌株，或是標準菌株製作而得。如果是以菌株製作，陽性品管

可以使用 M. tuberculosis H37Rv-fully susceptible (ATCC 27294) 或是   
M. godornae，一般建議使用 M. gordonae 的風險較低；陰性品管建議

使用 Escherichia coli (ATCC 25922)。將菌株調成 McFarland No. 0.5 
菌液，經連續稀釋後作成價數為 2+之抹片，抹片可事先整批製作後

保存。 

4.2.2.2 沖片水質 
螢光染色沖片時所使用的水建議為 RO 水，因為一般自來水容易有非結核

分枝桿菌的污染。另外沖片時應該注意抹片之間的距離，避免不同抹片上

的菌落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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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閱片規範 

螢光染色一般建議於低倍（10 倍目鏡、20/25 倍物鏡）下先作掃瞄，再於高倍（10 倍

目鏡、40/45 倍物鏡）觀察型態。螢光染色陽性者，應該以 Ziehl-Neelsen method 複染，

於油鏡 1,000 倍 （10 倍目鏡、100 倍物鏡）下觀察，陰性者需檢視完全片（一個視野

接一個視野，左右三次來回或上下九次來回，共約 300 個視野） 後才能以陰性發出。 
為避免抹片上的菌落被油鏡上的油漬帶到下一個抹片造成污染 (carry over)，閱片者應

嚴格遵守在觀察到陽性抹片後需擦拭將鏡頭上的油漬擦拭後方能觀察下一個抹片。 
 4.4 抹片判讀 

4.4.1 抹片價數的判讀依照疾病管制署標準為之，如下表所示： 
ZN 染色 
X1,000 

Auramine-rhodamine 染色 
報 告 方 式 X250 X450 

0/300 fields 0 0 No AFB seen 
1-2/300 fields 1-2/30 fields 2-4/150 fields Scanty  
1-9/100 fields 1-9/10 fields 2-18/50 fields 1+ 
1-9/10 fields 1-9/field 4-36/10 fields 2+ 

1-9/field 10-90/field 4-36/field 3+ 
＞9/field ＞90/field ＞36/field 4+ 

 
4.4.2 螢光抗酸染色結果陽性抹片，須經複紅抗酸染色確認。若對報告懷疑時，可經由

有經驗者再檢查陽性抹片予以確認；陰性片則應該依照比例，每批抽取 10% 由
第二位醫檢師複閱。 

4.4.3 為確保醫檢師對閱片的熟悉度，建議負責閱片者每週的閱片數應該在 15 片以上，

若實驗室的閱片量不足時，則建議外送處理。 
 4.5 抗酸菌培養 

4.5.1 培養基的選擇 
CLSI 及疾病管制局都建議同時將檢體接種到一種液態培養基及一種固態培養基，

液態培養基可以縮短培養時間及增加培養陽性率，固態培養基可以方便觀察菌

落型態或是觀察到混合生長狀況，也是液態培養基污染時的備援系統。 
目前台灣大部分實驗室都是以 MGIT 液態培養基搭配 Lowenstein-Jensen (LJ) 固
態培養基一起使用。 

4.5.2  培養基品管 
不管是液態培養基或是固態培養基，在入庫時都應該先進行入庫條件的確認，

包括外觀的觀察以確認培養基的完整性，運送溫度條件以及效期的確認等。 
除了入庫時的允收外，不同培養基在使用之前還有不同品管條件需要確認。 
4.5.2.1 MGIT 培養基 

在 CLSI M22-A3 規範中屬於豁免類，需跟廠商索取出廠相關品管資料備

查，實驗室不需再執行其他品管進行驗收。 
4.5.2.2 LJ 培養基 

在 CLSI M22-A3 規範中屬於豁免類，僅需跟廠商索取出廠相關品管資料

備查，實驗室不需再執行其他品管進行驗收。 
4.5.2.3 7H11 培養基 

在 CLSI M22-A3 規範中屬於非豁免類，每一批次入庫時應該進行品管菌

株的測試，確認其適合生長。考量一般實驗室是以發出 MTBC 為重點，

故在此作業程序中建議至少需做到 M. tuberculosis 之品管。 
品管菌株製備方式為調整濃度為 McFarland No. 0.5 之 M. tuberculosis （建

議可使用 ATCC 25177 標準菌株或其他已經過確認的菌株）的菌液，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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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μL 接種在 7H11 培養基上，置入 35℃-37℃，5%-10% CO2 溫箱培養，

需有菌落生長。生長所需時間區間，可由實驗室累積之資料統計分析設

定。 
4.5.2.4 實驗室自行製備之培養基 

實驗室自行製備之培養基，每批需抽取 1-3% 或 5-10 片，以品管菌株進

行生長測試，需測試的標準菌株至少需涵蓋  M. tuberculosis, H37Ra 
(ATCC 25177)、M. kansasii (ATCC 12478) 及 M. fortuitum (ATCC 6841)，
生長所需時間則需由實驗室自行觀察累積設定之。 

4.5.3 檢體接種品管 
檢體接種於液態培養基的體積應按照廠商規範執行，接種於固態培養基的體積

則固定為 3 滴（約 0.2 mL）。 
每一批檢體前處理時，應該以 10 mL 無菌水或是緩衝液當作陰性品管檢體，如

同一般檢體進行前處理及接種，由此檢體接種之培養基可以觀察所用之試劑或

是操作中是否有污染發生。 
4.5.4 培養基觀察頻率 

固態培養基在檢體接種後第一週每天觀察，有助判定培養汙染及初步懷疑有分

枝桿菌快速生長。培養期間每週需觀察一次，至報告發出，陰性檢體需培養 56
天。 
液態培養基的陰性檢體培養設定時間為 42 天，所有陰性檢體丟棄前，都應用肉

眼再次觀看是否有菌落生長跡象，有極少數菌落生長無法被機器檢測到。 
4.5.5 菌株混合生長之處理 

4.5.5.1  不管是固態或是液態培養基有菌落生長，經過抹片染色鏡檢確認有抗酸

菌及其他細菌一同生長時，可取少量菌液次培養到 7H11 等固態培養基，

觀察是否能將抗酸菌與細菌分開；若是從液態培養基觀察到混合生長，

可以將液態培養基之菌液以 NaOH 再次去污處理，若觀察到的細菌為格

蘭氏陰性桿菌，特別是 Psuedomonas spp. 時，則可以考慮使用 Oxalic 
acid 處理。 

4.5.5.2 若液態培養基儀器偵測顯示為陽性，但於鏡檢下未看到任何菌落時，建

議將培養基再擺回儀器中 2-3 天再重新以鏡檢確認是否有抗酸菌存在。 
 

5.    結核菌鑑定 
結核菌鑑定方式有很多種，在本文件中以免疫色層分析法 (Immuno chromatography assay, 
ICA) 為之。ICA 操作簡單，其品管規範為每一批次試劑入庫時，以 M. tuberculosis 陽性品

管菌株及陰性品管菌株（可以選擇常見之 NTM 菌株，如 M. gordonae）進行測試。 
 

6.    結核菌藥物敏感性試驗 
CLSI 及疾病管制局建議的藥物敏感性試驗方法為 Agar proportion method。其相關品管要

求包括： 
6.1  藥物敏感性試驗培養基品管 

新批次的藥物培養基入庫時及每次操作或至少每週需執行品管菌株試驗，所使用的品

管菌株建議為 M. tuberculosis H37Rv (ATCC27294)，或是能力試驗保留下來對所有藥

物呈現感受性的 M. tuberculosis 菌株。 
6.2  接種濃度及判讀品管要求 

依照 CLSI 規範，應將菌液調整成 McFarland No. 0.5-1.0 後，再將其系列稀釋至 10-4，

每個檢體應接種 10-2及 10-4兩種濃度。每一個測試組中應包含一個不含藥物的對照培

養基，此對照培養基生長的菌落數必須大於 100 個才能進行結果的判讀。具感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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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結果需觀察至 21 天，確定含藥培養基沒有生長才能發出報告；而具抗藥性的結

果，可在對照培養基生長之菌落數已大於 100 個，且含藥物的培養基之菌落生長比例

大於 1% 時提前發出。 
 

7.    品質指標 
結核菌實驗室應該定期的以品質指標監控實驗室的品質，建議的品質指標包括： 
7.1  抹片陽性率 

每個實驗室的表現會因檢體來源不同而有所差異，實驗室應依照長期累積資料建立監

控閾值，若陽性率低於此閾值時，應檢視作業程序有無異常，而且陰性抹片抽閱率應

提升至 20%。 
7.2  培養陽性率 

實驗室應依照長期累積資料建立監控閾值。一旦陽性率突然下降時，需考慮到前處理

是否過度去污而將結核菌去活性。培養結果應與抹片結果綜合觀察，實驗室可以另行

監控抹片陽性培養陰性率及培養陽性抹片陰性率。 
7.3  MTBC 與 NTM 分離佔率 

每個實驗室的結果不盡相同，故實驗室應自行觀察是否有較大變異或逐漸變化之趨勢，

若 NTM 比例增高時，應考慮到檢體收集時的衛教是否落實或傳送條件是否符合期待

等。 
7.4  時效 

目前疾病管制署要求的時效如下： 
7.4.1 染色抹片：從收件算起 24 小時內發出報告 
7.4.2 培養：陽性者，從收件算起 21 天發出報告；陰性者，從收件算起 56 天發出報告。 
7.4.3 鑑定：從培養陽性報告發出日算起 7 天內發出報告。 
7.4.4 藥敏試驗：從鑑定報告發出日算起 28 天內發出報告。 

7.5  污染率 
實驗室應該自我監控污染率，一般的期望值是落在 3-5%。除非實驗室用的是選擇性

培養基，否則污染率若低於 3%，表示前處理的毒性太強，可能連結核菌都無法存活，

尤其是抹片陰性的檢體；但污染率若大於 5%，表示前處理中的 NaOH 濃度可能需要

再調整。不過一般建議先確認已做到下列三個條件後再考慮調整 NaOH 濃度： 
7.5.1 實驗室是否沒有給予病人適當的衛教 
7.5.2 檢體收集後或傳送時是否未置於冷藏環境 
7.5.3 實驗室前處理程序是否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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