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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DI-TOF MS 微生物實驗室使用指引 
 

1   前言 

以基質輔助激光解吸電離 - 飛行時間質譜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 –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MALDI-TOF MS) 已經有越來越多應用於臨床檢驗中，

它是一種快速且高度可靠的分析工具，用於鑑別臨床實驗室中的各種微生物。此技術

可用於分析微生物細胞的蛋白質組成，由於其正確性、分析速度和靈敏度，已被證明

是一種強大的技術。與其他鑑定方法相比，MALDI-TOF MS 的優勢在於分析結果可在

幾分鐘到幾小時而不是幾天內獲得。還有較低的試劑成本及操作的簡單與便利性，非

常適合於常規和高通量的使用。 
本文件將作為 MALDI-TOF MS 技術應用及整合到臨床實驗室診斷的指引。指引中提

出進行檢驗步驟須考量的因素，例如包括選擇合適的分離菌株進行分析、分離株的製

備方法、結果解釋中含鑑定結果報告的範圍與鑑定失敗的原因與排除。亦提供了建立

MALDI-TOF MS 品質保證的步驟、安全防護及人員訓練與評估的建議，包括如何進行

驗證的程序、品質確認、品質保證計畫和能力試驗。本文僅適用於臨床檢體經過培養

後之分離菌落的分析應用，不適合用於直接檢體 (不經過培養) 鑑定微生物與研究使用

，也不包括 MALDI-TOF MS 作為抗微生物製劑敏感性試驗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AST) 的使用。 
 

2 檢驗步驟  
2.1 分離菌株的選擇 

測試菌株需為分離良好的單一菌落且量足，以確保使用純的菌株進行分析。如果

菌落很小或難以從培養基中挑選，可以使用多個但形態類型相同的菌落。 
2.1.1 選擇性及非選擇性培養基 

                                    需依照製造商建議之培養基進行培養與分析。下表為 MALDI-TOF MS 微生

物鑑定試驗常用之培養基，此表僅作為範例參考，不應視為準則或建議，在採

用前應仔細檢查並根據實驗室的驗證程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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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基縮寫 
BAP, tryptic soy agar with 5% sheep’s blood; BBE, Bacteroides Bile Esculin agar; BHI, brain 
heart infusion with blood agar; CBP, Campylobacter blood agar; CHOC, chocolate agar; 
CNA, colistin naladixic acid agar; IMA, inhibitory mold agar; LKV, laked kanamycin 
vancomycin agar; MAC, MacConkey agar; 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SA, mannitol salt agar; PEA, phenyl ethyl alcohol agar; SAB, Sabouraud dextrose 
agar; SABCL, Sabouraud dextrose agar with chloramphenicol; VRE,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 
 

2.1.2 培養條件 
2.1.2.1 依微生物生長需求提供適當的生長環境，使其能充分生長。 
2.1.2.2 分析前應使用新鮮培養的菌株。不應分析在冰箱中冷藏的菌株，冷藏後

的菌株應進行繼代培養。 
2.1.3 菌株培養時間 

2.1.3.1 分析前的菌株培養時間通常為 18 至 24 小時以獲得足量、活躍的微生

物。 

微生物 
MALDI-TOF MS 
可接受的培養基* 分析前可接受的培養條件 

酵母菌 

SAB 

30°C 或 35°C 一般或二氧化碳環境下最多

72 小時 

SABCL 
IMA 
BAP 
BHI 
Candida chromogenic 

 
革蘭氏陰性桿菌 BAP 35°C 一般或二氧化碳環境下最 5 天 

MAC 

非發酵或挑剔的革蘭氏

陰性桿菌 

BAP 
35°C 一般或二氧化碳環境下最 5 天 MAC 

CHOC 
CBP 42°C;微需氧或二氧化碳 

革蘭氏陽性菌 

CNA 

35°C、或室溫最多 5 天 

BAP 
CHOC 
MRSA agar 
MSA 
VRE chromogenic agar 
Group B Streptococcus 
Chromogenic agar 

厭氧菌 

Brucella agar 35°C 厭氧環境下最多 5 天 
B
A
P
E
A
 

 

一般環境室溫下最多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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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須避免使用培養時間不足的菌落，可能會挑選到混合菌落，干擾鑑定

的準確性，尤其是進行初代培養時。 
2.1.3.3 一般建議最短培養時間為 18 至 24 小時，提早分析並不符合製造商的

要求，故如有需求，應對此程序進行確認，否則皆應將結果定為初步

報告，需要後續再確認。 
2.1.3.4 如在建議之最短培養時間前就從培養基挑出菌落，甚至在目視可辨別

單一菌落之前分析，則後續時間需要再進行培養基檢查，以驗證培養純

度和菌落形態是否一致。如發現有任何不一致情形，應重新鑑定。 
2.1.3.5 菌落在最短建議培養時間後仍然相當微小，則可以使用多個相同形態的

菌落進行分析，或者可在製造商建議的特定範圍內延長培養時間。 

2.1.4 分析所需的生物量：細菌約 1×105 到 1×107CFU。 
 

2.2 製備分離菌株 
2.2.1 直接菌落轉移法 (Direct Colony Transfer Method) 

適用於製備革蘭氏陽性、革蘭氏陰性細菌 (包括厭氧菌) 和酵母菌。 
2.2.1.1 使用無菌接種環、木棒、牙籤或類似工具將微生物自固態培養基直接轉

移到樣本片/盤上。 
2.2.1.2 菌株轉移至樣本片/盤上後，覆蓋上製造商建議的基質。 
2.2.1.3 自然風乾並與分析菌株形成結晶，將樣本片 / 盤送入儀器分析。 
2.2.1.4 不建議使用棉棒轉移菌株，可能會造成儀器內部纖維物殘留與積聚。 
2.2.1.5 應避免將培養基與細菌一起轉移；塗抹時應避免刮擦樣本片/盤。 

2.2.2 萃取法 
適用直接菌落轉移法無法產生可接受的結果時，及特定類別的生物體，如黏液

狀生物、酵母菌、絲狀真菌、分枝桿菌和其他的嗜氧放線菌 (aerobic 
actinomycetes)。 
2.2.2.1 板上萃取法 (On-Target Extraction Methods) 

A. 使用無菌接種環、木棒、牙籤或類似工具將微生物自固態培養基直接

轉移到樣本片/盤上。 
B. 以微量吸管在樣本上覆蓋製造商建議的 FA (Formic acid) 並風乾。 
C. 風乾後覆蓋上製造商建議的基質。 
D. 自然風乾並與分析菌株形成結晶，將樣本片/盤送入儀器分析。 
E. 此法不適合應用於分枝桿菌與絲狀真菌。 

2.2.2.2 管式萃取法 (Tube Extraction Method) 
用於直接菌落轉移法或板上萃取法未能獲得可接受的鑑定結果、有特

殊安全因素考量，及無法黏附於樣本片與無法使用直接轉移分離菌株。 
A. 管式萃取的初始步驟需要在 BSC 內操作，直到菌株已經完全去活化。 
B. 將菌株加入含有 ETOH (ethanol) 溶液的離心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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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室溫下將離心管內混合均勻。 
D. 離心將其沉澱聚集。 
E. 去除並丟棄上清液。 
F. 將沉澱物乾燥。 
G. 加入少量 FA 溶液並混合。 
H. 加入等量的 CAN (acetonitrile) 並混合。 
I. 離心將細胞碎片沉澱聚集。 
J. 將少量上清液轉移到樣本片/盤上並風乾。 
K. 添加基質並風乾分析菌株形成結晶，將樣本片/盤送入儀器分析。 

2.2.3 製備抗酸性菌 (Acid-Fast Bacilli) / 絲狀或雙形性真菌 (dimorphic fungi) 
2.2.3.1 使用於固體培養基中分離出之分枝桿菌、放線菌或絲狀真菌。 
2.2.3.2 進行標準的管式萃取使其去活化‚，管式萃取時須額外輔助加熱去活化步

驟    (例如在 95℃中熱浴) 和 / 或機械性破壞步驟    (例如，在 ETOH 存在下

用矽珠 (silica bead) /打磨或震盪)。 
2.2.3.3 在操作時應採取適當的安全防護措施。 
2.2.3.4 雖然 MALDI-TOF MS 可以鑑定許多菌種，實驗室仍應意識到它的侷限

性。特別是，MALDI-TOF MS 可能無法區分某些密切相關物種。  
 

2.3 製備高品質的“樣本點” 

2.3.1 分析時每個樣本點所需的菌量範圍約為 1×105 至 1×107CFU。 
2.3.2 樣本點塗佈覆蓋上一層薄且均勻的微生物生物質量。 
2.3.3 如果樣本點上的微生物生物質量不足，則產生的信號可能也會不足。過厚或不

均勻的樣本點也經常無法鑑定。 
2.3.4 樣本點大部分的面積應被覆蓋且不超出邊界。 
2.3.5 具黏液的分離菌株的建議技術。 
 
 

 
 

 
 
 

 

2.3.6 樣本片 / 盤在基質風乾後應盡快分析  。  
2.3.7 檢查樣本片 / 盤本身的結構是否完整，例如劃痕或凹痕。 
 
 
 

技巧 備註 

在轉移至樣本片/盤上前，先在固

態培養基表面上將菌落混合 

在一些情況下，當菌落仍然在培養基

上時，將莢膜物質與下方的細胞物質

混合，可以改善結果。 

滾動棉棒技巧 該手法可去除覆蓋的莢膜物質，並隨

後將下面的細胞物質轉移到樣本片。 
管式萃取技術 管式萃取技術去除莢膜成分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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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質保證 
3.1 驗證 (Verification)  

評估已通過 IVD 認證的測試系統。 
3.1.1 驗證的時機 

3.1.1.1 實驗室新進 MALDI-TOF MS 系統時，該系統已由適當的認證機構批准

進行 IVD 測試。 
3.1.1.2 MALDI-TOF MS 系統導入新分析、樣本類型、試劑、資料庫、軟體功

能或已被認證的 IVD 硬體組件時，需重新驗證評估。 
3.1.1.3 MALDI-TOF MS 系統有新的應用時，例如鑑定未包含在初始驗證試驗

中的生物。 
3.1.2 確認 (Validation) 

評估未通過 IVD 認證的測試系統、已由終端用戶修改的 IVD 測試系統、或

IVD 測試系統的仿單標示外應用。 
3.1.2.1  確認的目的： 

A. 確認系統是否在製造商建立的預期規範內執行。 
B. 確認實驗室工作人員具產生準確和可重複結果的能力。 
C. 符合認證要求。 

3.1.3 驗證的設計 
對於 MALDI-TOF MS 系統其準確性 (accuracy) 和精確性 (precision)，即再現

性 (reproducibility) 進行驗證。 
3.1.3.1  全面性驗證 

A. 實驗室新進 MALDI-TOF MS 系統時。 
B. 實驗室轉換不同製造商的 MALDI-TOF MS 系統時。 
C. 實驗室轉換相同製造商的 MALDI-TOF MS 系統時。 

3.1.3.2  局限性驗證 
A. MALDI-TOF MS 系統生物資料庫擴大時。 
B. 實驗室更換不同試劑時 (非新批號試劑)。 
C. 重要零件更換時。 
D. 更新或升級軟體時。 

3.1.3.3  不需驗證的變更 
A. 不影響應用或方法的常規保養、維修或儀器系統更新。 
B. 儀器維修或移動到另一個位置後，建議執行五天日品管測試。 

3.1.3.4  驗證的樣本量 
A. 至少30個分離菌株 (參考 CLSI M52 文件)。 
B. 製造商宣稱的每一種類別的均需驗證。 
C. 每個類別應包含多種分離菌株，並涵蓋常見的與特殊臨床意義的菌種。 
D. 不常見的菌種，若未納入驗證，鑑定結果應視為推定結果，並需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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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驗證的方法確認後才能做最終報告。 
3.1.3.5 分離菌株的選擇 

A. 以實驗室分離的前 80%~90% 的菌種為主 (根據 CLSI M52 文件)。 
B. 大多數應來自病患的分離菌株。 
C. 每個選定的菌種應包含 3~5 個分離菌株。 
D. 任何冷凍的菌株應至少經兩次繼代培養。 

3.1.3.6 軟體和結果傳輸的驗證 
A. 確保在 MALDI-TOF MS-MIS (MALDI-TOF MS Microbi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的所有結果傳輸的正確性。 
B. 評估所有級別的結果報告的正確性與一致性。 

3.1.3.7 人員與訓練 
A. 選擇經過初步培訓的實驗室主要操作人員進行驗證。 
B. 經由限制參與驗證的人數以確保驗證分析流程的一致性。 

3.1.3.8 驗證計畫書 
A. 準備驗證試驗的書面流程。 
B. 進行測試的菌株內容。 
C. 檢驗前的變因，如培養基、培養條件和萃取技術等。 
D. 用於分析結果的方法。 
E. 定義驗證的允收標準。 
F. 解決試驗結果差異的方法。 

3.1.4 結果分析 
3.1.4.1 異常結果的處置 

A. 不一致鑑定結果的分離菌株應使用相同菌落在新系統和參考方法重新

測 試。 
B. 若差異仍存在，應使用第三種方法進行評斷。如傳統的生化試驗或需

要進行分生方法的分析。 
C. 如果出現問題時，宜儘早讓製造商參與驗證過程，通常可以提供故障

排除幫助來解決問題。 
3.1.4.2 結果的審查與允收 

A. MALDI-TOF MS-MIS 與參考方法的結果進行比較。結果分析應包括： 
(a) 菌種層級的準確鑑定數量 (屬名和種名皆正確)。 
(b) 菌屬層級的準確鑑定的數量 (屬名正確但種名不正確，或無法區分

之鑑定結果而所有可選擇結果的屬名皆正確。 
(c) 菌種層級的錯誤鑑定數量 (屬名正確但種名不正確)。 
(d) 菌屬層級的錯誤鑑定數量 (屬名不正確的單選結果，或無法區分之

鑑定結果但在一個或多個可選擇結果的屬名有不正確)。 
(e) 鑑定失敗數量 (鑑定結果或無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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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準確度和精確度需合或超過製造商宣稱的性能。 
C. 若驗證過程中，錯誤鑑定的菌種 (屬) 會影響臨床判讀或治療，應做出

結論：即使總數據符合整體允收標準，該菌種 (屬) 的鑑定結果是不可

接受的。 
D. 不符合允收標準，即驗證失敗者，不得將該系統用於病患的分離菌株

測試。 
E. 在採取矯正措施後，可再次進行驗證。 

 
3.2 品質確認 

3.2.1 品管 
3.2.1.1 應按照製造商建議和相關規範定期進行適當的陽性及陰性品管。 
3.2.1.2 陽性品管是由製造商選擇的特徵明顯菌株組成。 
3.2.1.3 陰性品管僅由試劑組成 (通常為含有和不含 FA 的 CHCA 基質)，作為

檢測偽陽性結果以及試劑汙染的方法。 
3.2.1.4 若實驗室使用非拋棄式樣本片或盤，陰性品管要在兩次分析之間移動

到不同的位置的樣本點執行。以控制整個表面適當的清潔和除汙。 
3.2.1.5 品管失敗應記錄，並立即進行調查。 
3.2.1.6 主管需定期審查紀錄文件，以檢查是否儀器系統、試劑品質或使用者

能力有問題。 
3.2.1.7 調查過程，應暫停在受影響的儀器系統和試劑批號進行病患分離菌株

的測試。 
3.2.2 分析中的校正 

3.2.2.1 在每次分析進行期間都要使用特定校正菌株 (或菌株萃取物) 進行儀器

自動校正。 
3.2.2.2 校正過程 

A. 將適當的校正標準品 (例如，特定的E. coli或萃取物) 塗佈於樣本片或

盤的指定位置。 
B. 在新的樣本開始進行分析前，自動進行校正。 
C. 以校正標準品作為分析物進行質量圖譜擷取。 
D. 儀器自動檢查特定參數，並做參數調整進行優化。 
E. 校正標準品 (例如，E.coli) 的圖譜必須符合資料庫設定且正確的鑑定

結果 (由製造商定義)。 
F. 若校正不符合要求的規格，將不繼續進行分析，且不報告結果。 

3.2.2.3 矯正措施 
A. 如需要，應調查超出允收的校正結果並採取矯正措施。 
B. 使用者錯誤 (技術不佳) 也會導致超出允收的結果，因此會偶爾出現分

析進行中的校正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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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常性失敗可能表示來自系統或其使用者的問題，應啟動調查。 
3.2.3 儀器維護與軟體更新 

3.2.3.1 根據製造商的建議執行常規儀器維護及軟體更新。 
3.2.3.2 實驗室應做適當的記錄並且管理。 
3.2.3.3 依實驗室的認證規範，保留相關文件。 
3.2.3.4 其他建議 

A. 在定期維護或儀器維修的停機期間，實驗室應有微生物鑑定的備用方

法，以確保在儀器停機期間不影響微生物鑑定檢驗作業。 
B. 維持 MALDI-TOF MS-MIS 所在工作環境的溫濕度 (依製造商規範)。

監測與記錄儀器附近的室溫，並且定期檢查儀器進氣口處乾燥劑的飽

和程度，在需要時進行更換。 
C. 實驗室應考慮與製造商簽訂維護合約，以獲得最佳的維護和維修。 
D. 遠端診斷是 MALDI-TOF MS-MIS 的首選支援方法。這需要網路連接，

並且通常需要避開防火牆或進行類似的調整。在安裝儀器系統之前 
(或同時) 與製造商的技術支援團隊建立連接非常重要，以確保能即時

提供服務和支援。 
E. 應保持 O-ring 沒有碎屑，以維持快速且穩定的真空狀態。確認儀器始

終與飛行管真空接合，以確保最佳性能。 
3.2.4 品質保證計劃 (Quality Assurance Programs, QA) 和能力試驗 

3.2.4.1 品質保證包括正在進行的試驗和程序，以確保經過驗證的系統繼續在

可接受的狀態下運作。 
3.2.4.2 品質保證的目的 

A. 確保儀器持續依照規定的規格運作。 
B. 確保實驗室工作人員維持產生準確和再現性結果的能力。 
C. 符合認證要求。 

3.2.4.3 確保品質的工作事項 
A. 持續的品管執行和定期監督審查。 
B. 實驗室人員的教育訓練和定期能力評估。 
C. 儀器和軟體維護。 
D. 對製造商的使用說明進行年度查閱，有新的警示或技術公告，採納所

有程序變更的建議。 
E. 定期審查不尋常的結果。必要時，將這些問題傳達給儀器製造商。 
F. 調查鑑定結果與臨床發現 (clinical findings) 的相關性，並有相關的滿

意度調查。 
G. 參與外部能力試驗。 
H. 制定內部能力試驗計劃，可包括： 

(a) 分析各種類的微生物，包括可能難以使用直接菌落轉移法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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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 
(b) 實驗室所採用儀器其相關的樣本製備技術 (例如，直接菌落轉移、

板上萃取，管式萃取等)。 
(c) 試劑製備 (如果適用) 和品質管控的表現以確保具備適當的技術。 
(d) 微量吸管使用的技巧。 

 
4 結果解釋 

為了避免在檢驗前、中、後步驟中發生錯誤的風險，MALDI TOF MS 的鑑定結果應與

菌落表型特徵比對，包括革蘭氏染色特徵、菌落形態、生長速度、培養條件 (例如，需

氧與厭氧)、任何生化反應、抗生素敏感性試驗結果等進行比對。MALDI-TOF MS 分析

後儀器會給予鑑定結果，若儀器有提供可信度閾值應將結果與可信度數值共同評估與

應用。實驗室應創建一個“可信”鑑定列表，此宣稱的微生物已被特定機關認可，鑑定

結果可發無需補充測試；非宣稱或不熟悉微生物鑑定結果需要在報告前執行其他測試

進確認，此補充測試性質與範圍應由實驗室主管確立。 
4.1 鑑定結果 

4.1.1 單一且可信度高的鑑定結果，此結果為可信菌種 (species) 等級鑑定，可能不

需要檢查圖譜。 
4.1.2 難以區分的鑑定結果 (多個相似可信度的鑑定結果) 鑑定結果失敗，檢查圖譜

疑難排除。 
4.1.3 無法鑑定: 鑑定結果失敗，檢查圖譜疑難排除。 

4.2 難以區分或鑑定失敗的原因與排除: 
當鑑定結果失敗或不符合預期依圖譜品質區分可能的原因 
4.2.1 圖譜品質不佳或沒有圖譜產生 

 
 

 
 

 

 

 

 

 

 

 

 

 

原因類型 可能原因 

菌株 

1. 菌株較黏，太多莢膜成分干擾。 
2. 菌株類型不適用於直接菌落轉移法，需要萃取。 
3. 菌株太老或太年輕。 
4. 菌株在分析前被冷藏。 

技術 

1. 分析中使用的微生物菌量太多或太少。 
2. 菌株和/或基質沒有覆蓋整個樣本點。 
3. 塗菌時帶有瓊脂 (agar) 或原始檢體。 
4. 取菌時取到混合菌株 (非單一菌株)。 
5. 塗片不均。 

試劑 
1. 分析前未添加基質。 
2. 試劑已過期、蒸發、結晶或準備不當 (容易產生整批失

敗)。 

設備 
1. 樣本片 (盤) 上有刮痕。 
2. 雷射強度不足 (容易產生整批失敗)。 
3. 偵測器需要維護或更換 (容易產生整批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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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圖譜品質良好，但非預期的鑑定結果、無法區分或無法鑑定 
 

 

 

 

4.2.3 排除方法: 
 

 

 

 

 

 

 

 

 

 
4.2.4 重新與二重複分析:當鑑定結果失敗可經由“重新打擊”或“重新塗製” (二重複分

析) 來完成，若經由此方法分析成功則不需額外的疑難排除。 
4.2.5 當經二重複分析分析結果一致可提供額外的品質保障，但當結果不一致依疑

難排除的流程圖進行。 
 

原因類型 可能原因 

技術 

1. 取菌時取到混合菌株 (非單一菌株)。 
2. 菌株塗錯位置。 
3. 樣本交叉污染，如塗菌時超出樣本點、使用微量吸管

(pipette) 將基質加到多個樣本點。 
4. 可重複使用的樣本片(盤) 清潔不確實。 

試劑 試劑被微生物汙染。 
設備 菌株未包含在系統資料庫中。 

圖譜品質 方法 

不佳 

1. 在同一樣本點上重複 MALDI-TOF MS 分析 (“重新打擊

refiring”) 也可改變雷射光打擊樣本點的區域，可在第二

次產生更好的結果。 
2. 重新塗製菌落。 
3. 若整批失敗可能維儀器系統本身的元件並沒有正常運

行。例如:雷射或偵測器可能需要微調、清潔或更換或檢

視關鍵試劑 (如基質) 有無依照規範儲存或過期。 

良好 
依可能原因進行排除，其中重要的可能性是分析的微生物

沒有在資料庫中。實驗室需要了解資料庫內容和缺漏。重

要的是應找出資料庫中缺少但會出現感染的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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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執行管式萃取法 

可信度與鑑定
結果是否達到

標準? 

鑑定結果相同
但其中一個可
信度不允收 

鑑定結果相同
但兩者的可信
度皆不允收 

兩者的可信度
皆允收但鑑定
結果不相同 

鑑定結果 
不可信 

將樣本點重新分析
(refiring)或樣本重新
塗製再次分析 

執行鑑定 

產生報告 結束  是 
可信度與鑑定
結果是否達到

標準? 

否 

啟動故障排除和/或諮
詢主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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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鑑定陷阱 
MALDI-TOF MS 無法解決一些相近的菌種與亞種，實驗室需區分這些菌種的臨床

意義，若有意義則進行補充試驗，相反則考慮僅發出菌屬或菌群層級報告。 

菌種或菌群 限制/陷阱 可能解決方式 

Achromobacter 
spp. 

種名階層難以進一步

區分。 

1. 考慮以屬名階層為最終報告結果 
2. 若必須鑑定至種名，可經由生化試驗或

分生方式確認。 

Bacillus cereus 
group 

MALDI-TOF MS 無法

進一步細分 group 內

菌種；B. cereus 與 B. 
anthracis 可能會互相

鑑定錯誤。 

1. MALDI-TOF MS 分析前排除 B. 
anthracis 可能性。 

2. 考慮以「group」階層為最終報告結

果。 

Burkholderia 
cepacia complex 

準確的種名階層鑑定

結果對於纖維囊腫症

(Cystic fibrosis, CF) 預
後十分重要。 

1. 如有需要，應將菌株送至轉介實驗室進

行基因學檢測。 
2. 非纖維囊腫症分離之菌株可考慮以

「group」或「complex」階層為最終報

告結果。 
Burkholderia 
mallei 和 B. 
pseudomallei 

只能鑑定至屬名層

級。 

當僅鑑定為 Burkholderia spp.時應考慮流行

病學危險因素，加以排除為 B. mallei、B. 
pseudomallei 或 B. thailandensis 可能性。 

Citrobacter 
freundii complex 

包含許多相關菌種，

但目前臨床顯著意義

和/或質譜鑑定的準確

性尚未明確被定義。 

考慮以 C. freundii complex.為最終報告結

果。 

Enterobacter 
cloacae complex 

包含許多相關菌種，

但目前臨床顯著意義

和/或質譜鑑定的準確

性尚未明確被定義。 

考慮以 Enterobacter cloacae complex 為最

終報告結果。 

E.coli 與 
Shigella spp. 

Shigella spp.會鑑定為

E. coli。 

1. 糞便檢體的非乳糖發酵菌株 (lactose-
nonfermenting) 若鑑定結果為 E. coli 時
應執行完整的生化試驗以排除 Shigella
之可能。 

2. Shigella 較少出現在其他非糞便或腸道

檢體 (例如: 傷口、尿液)，因此可不一

定需要進行補充試驗。 

Neisseria 
meningitidis 

部分質譜鑑定系統可

能將 N. polysaccharea
錯誤鑑定為 N. 
meningitidis。 

1. 注意製造商對於此菌種所提出之限制與

宣稱。 
2. 執行加做試驗確認鑑定結果。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與
Streptococcus 
mitis group 

S. pneumoniae 與 S. 
mitis group 在基因階

層有很高的相似程

度；某些質譜鑑定系

統可能將 S. mitis 
group 與 S. 

1 執行 bile solubility和 / 或 optochin disk
確認。 

2 S. pneumoniae: 
bile solubility (+) / Optochin (S)。 

3 S. mitis group:  
bile solubility (-) / Optochi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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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報告至群 (group) 或菌屬 (genus) 層級 

區分這些菌種的臨床意義，以下情況報告可發至群或菌屬層級。 
4.3.1.1 報告發至最高層級缺乏臨床意義，發至種名或亞種名引起混淆的風險

超過優點。如: E. cloacae complex，複合體內有許多物種不容易識別，

實驗室可以選擇報告發至種名及 complex，或僅發 complex 報告。 
4.3.1.2 MALDI-TOF MS 無法有效地區分相近的兩菌株到種名或亞種。例如，

“Achromobacter xylosoxidans / Achromobacter denitrificans”，進行補充

試驗仍無法區分，且區分菌種沒有臨床重要性，則可報告至菌屬的層

級，例如為“Achromobacter sp.” 
4.3.1.3 當產生實驗室人員不熟悉的結果，且不易經由補充試驗確認，鑑定出

的微生物結果似乎據臨床意義，實驗室仍希望提供訊息給臨床照護團

隊時。 
4.3.2 報告至菌種 (species) 層級 

以下情況微生物鑑定應報告至菌種，但不限於下列範圍: 
4.3.2.1 具有重要公共衛生影響之微生物。(如 Corynebacterium diphtheriae)  
4.3.2.2 與嚴重合併症相關的微生物。(在  Streptococcus bovis group 中，S.  

gallolyticus subsp gallolyticus 與結腸直腸癌的關係比其他菌種例如

Streptococcus infantarius subsp. infinarius 更為緊密。) 
4.3.2.3 具有特定預後意義的微生物。(例如，從纖維囊腫症患者中分離出的

Burkholderia dolosa。) 
4.3.2.4 對通常用於經驗療法的抗菌藥物具有抗性的微生物 (例如，Candida 

krusei。) 
4.3.3 在某些低致病力的培養分離菌株中，報告至菌種層級是必要的關鍵。例如，

從同一患者收集的兩組血液培養中連續分離 “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i”
可能為污染菌，也可能為真正的感染。若知道一組血液培養含有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而另一組為 Staphylococcus hominis 則視為汙染；相

pneumoniae 互相鑑定

錯誤。 

Salmonella spp. 

質譜鑑定系統在血清

分型較不可信。當鑑

定出S. typhi時需額外

加做試驗確認。 

對菌株執行確認試驗和 / 或血清分型。 

管制性病原
(Select agents) 

根據儀器平台和/或所

購買的資料庫，管制

性病原可能沒有出現

於該資料庫中。 

1 在 MALDI-TOF MS 分析之前，遵循政

府或公共衛生指南以排除該管制性病

原。 
2 注意資料庫中是否存在該管制性病原以

及鑑定方面的潛在限制。 
此表提供參考，實驗室依設備廠商所提供之操作限制說明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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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知道這兩組皆為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時，顯示對患者具感染意義。

另一方面，在嚴重的傷口混合感染  (mix infection) 培養中，將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i 報告至菌種層級 (除了 Staphylococcus lugdunensis) 幾乎

沒有幫助，且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 
 
5 安全防護  

當使用 MALDI-TOF MS 鑑定分離的細菌時，一般安全考量需包含化學性和生物性的危

害風險。 
化學性危害包含:  
直接接觸樣本的試劑，包含基質和用於去活化或萃取細菌的化學試劑。試劑製備、清

潔樣本片/盤、去活化和萃取等過程皆會產生的化學暴露風險。 
生物性危害包含:  
操作鑑定培養後的細菌。MALDI-TOF MS 分析處理準備好的樣本片/盤的過程。 
除了這些特殊考量因素外，應採用標準的實驗室生物安全防護措施和程序來處理臨床

檢體和培養後的細菌，以避免引起實驗室間的汙染。 
5.1 化學試劑安全考量: 

5.1.1 在操作基質和蟻酸溶液進行萃取及鑑定過程，須穿戴手套及基本防護裝備，

且如在通風良好的環境下，即可在一般實驗桌台上處理樣本片 / 盤。 
5.1.2 進行蟻酸萃取、清潔樣本片 / 盤、進行試劑製備、或是處理大量化學試劑時，

建議可在化學通風櫃或是可用於化學用途之生物安全操作台，以確保操作者

之安全。如果沒有化學通風櫃或是生物安全操作台，至少需配戴面罩以保護

眼睛和臉部。 
5.1.3 實驗室應備有各種化學試劑的安全資料表，以供審查。 
5.1.4 常用試劑需注意之安全事項： 

化學品 需注意之安全事項 

乙腈 (ACN) 

1. 對皮膚，眼睛和呼吸道具有刺激性。 
2. 食入是有害的；會代謝成氰化氫，存放地點可能需要備有

解毒劑。 
3. 處理時須穿戴手套及基本防護裝備。 
4. 大量使用時，應在化學通風櫃或可用於化學用途之生物安

全操作台內使用，並配戴防護裝備，保護臉部及眼部。 
1. 易燃，應將原始溶液儲存於經過防火認可之儲存櫃，並遠

離熱源和火源。 

酒精 (ETOH) 

1. 對皮膚，眼睛和呼吸道具有刺激性，食入是有害的。 
2. 處理時須穿戴手套及基本防護裝備。 
3. 大量使用時，應在化學通風櫃或可用於化學用途之生物安

全操作台內使用，並配戴防護裝備，保護臉部及眼部。 
2. 易燃，應將原始溶液儲存於經過防火認可之儲存櫃，並遠

離熱源和火源。 
蟻酸 (FA) 1. 具有腐蝕性並容易導致灼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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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物危害風險: 
5.2.1 處理臨床檢體和培養細菌前後所發生的步驟，而這些步驟應根據實驗室的生

物安全程序進行。 
5.2.2 處理到某些危險程度較高的細菌，應使用更嚴格的生物安全防護措施來處理，

包括在確認細菌皆已去活化前，都建議可在生物安全操作台內操作。 
5.2.3 溶解的基質 (Matrix) 和 70 ％ 蟻酸在處理進行細菌鑑定時是具有殺菌效果的，

但菌量塗抹過多，可能會使細菌無法被基質完全覆蓋及反應，而導致細菌仍

有感染之風險。因此，即使在添加基質後，樣本片/盤也應該像一般生物危害

檢體之步驟進行處理。 
5.2.4 在處理臨床未知的抗酸性菌、放線菌、絲狀真菌、雙形性真菌或第 3 等級與

第 4 等級危險群的細菌前，都應使用適當的生物安全操作規範和設備進行樣

品去活化製備程序，且實驗室應採用並確認 MALDI-TOF MS 廠商提供的去

活化步驟或相關替代方案。 
5.3 管制性病原之鑑定分析: 

5.3.1 懷疑有管制性病原 (第 3 等級與第 4 等級危險群) 的菌株來源 (例如，Bacillus 
anthracis, Brucella spp., Francisella spp., Burkholderia mallei,B. pseudomallei)，
實驗室應在使用 MALDI-TOF MS 鑑定之前，諮詢公衛和感控專家。在這些

情況下，應避免對這些分離菌株進行鑑定，因為在操作的過程可能會增加環

境污染和/或人員暴露的風險。如果在諮詢後，仍決定使用 MALDI-TOF MS
鑑定管制性病原，則應在進行鑑定前執行去活化製備程序。如果適當時，應

使用一次性樣本片/盤。並且依疾病管制署所公告之“管制性病原及毒素作業

管理規定”進行。 

2. 處理時須穿戴手套及基本防護裝備。 
3. 大量使用時，應在化學通風櫃或可用於化學用途之生物。

安全操作台內使用，並配戴防護裝備，保護臉部及眼部 
4. 存放時應與易燃液體分開存放。 
3. 易燃，應遠離遠離熱源和火源。 

基質溶液 
(Matrix) 

1. 對皮膚，眼睛和呼吸道具有刺激性，食入是有害的。 
2. 處理時須穿戴手套及基本防護裝備。 
3. 大量使用時，應在化學通風櫃或可用於化學用途之生物安

全操作台內使用，並配戴防護裝備，保護臉部及眼部。 
4. 易燃，應將原始溶液儲存於經過防火認可之儲存櫃，並遠

離熱源和火源。 

三氟乙酸 (TFA) 

1. 吸入是有害的。 
2. 具有腐蝕性並會導致燒傷。 
3. 處理時須穿戴手套及基本防護裝備。 
4. 使用時，應在化學通風櫃或可用於化學用途之生物安全操

作台內使用，並配戴防護裝備，保護臉部及眼部。 
5. 應將原始溶液儲存於經過防火認可之儲存櫃，並與易燃液

體分開存放，且可能會腐蝕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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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員教育訓練與能力評估  
每個實驗室都應該將操作 MALDI-TOF MS 時的核心能力納入人員教育訓練和能力評估。 
6.1 人員教育訓練: 

6.1.1 依各臨床實驗室的人員教育訓練作業程序，且須包含 (1) 可追溯整個鑑定的過

程，(2) 人員如何使用 LIS 或儀器軟體等，而其他技術能力的教育訓練內容還

應包含: 
6.1.1.1 鑑定菌株的選擇 (例如，正確的培養基，菌落的培養時間，避免發生混

合菌株的預防措施)。 
6.1.1.2 不應由 MALDI-TOF MS 鑑定的菌株 (例如，管制性病原)。 
6.1.1.3 安全的處理和丟棄鑑定後細菌的方法。 
6.1.1.4 MALDI-TOF MS 鑑定的結果與細菌特徵相關性 (例如，革蘭氏染色，

形態學，藥物敏感性結果)。 
6.1.1.5 操作儀器能力的教育訓練: 包含相關軟體和硬體操作、儀器操作和安全、

保養計畫和時程、故障排除、廢棄物處理、試劑準備、可重複使用的

樣本片/盤的清潔。 
6.1.2 當進行樣本片/盤的檢體製備教育訓練時，應強調良好塗抹細菌的重要性，並

確認基質已覆蓋整個樣本點。 
6.1.3 結果的再現性: 重複塗抹各種細菌在評估技術能力方面非常有用可評估樣本

製備的技術能力，若一再發生不可接受的結果 (含不正確的結果、鑑定失敗、

難以區分的結果等)，通常表示塗抹細菌技術能力較差需要再訓練。 
6.2 能力評估: 

6.2.1 應包含所有執行的工作項目:樣本片/盤的製備、負責鑑定流程、報告的核發與

解釋。 
6.2.2 應包括實驗室中常規分離和鑑定的細菌 (如革蘭氏陽性菌，革蘭氏陰性菌，厭

氧菌，酵母菌，抗酸性菌、放線菌、絲狀真菌、雙形性真菌等) 以及細菌的萃

取、去活化和樣本的製備，適當時，可包括臨床常見且容易鑑定的細菌，並

設立挑戰題，以區分出技術之熟練度，如遇新進人員對於的 MALDI-TOF MS
操作的不熟悉度時，需要加以練習，並進行其能力評估，例如，針對特定類

別的細菌的挑戰題可以包括 10 個或更多個分離細菌，進行二重覆分析鑑定，

最低合格率為 95％ (即總共 20 次測試中，不超過一個難以區分之鑑定或鑑定

失敗之結果)。 
6.2.3 對於報告可信度 (分數或百分比) 和須搭配已知結果的鑑定菌株，並設定最低

合格率，以確保人員能力在進行臨床檢體鑑定的能力可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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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錄 
縮寫 英文全名 中文名 

ACN Acetonitrile 乙腈 

AST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抗微生物製劑敏感性試驗 

CHCA α-cyano-4-hydroxycinnamic acid α-氰基-4-羥基肉桂酸 

ETOH Ethyl alcohol 酒精 

FA Formic acid 蟻酸 

IVD In vitro diagnostic 體外診斷 

MALDI-TOF 
MS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of-flight mass spectrometry 

基質輔助激光解吸電離 - 飛行時間

質譜 

MALDI-TOF 
MS-MIS 

MALDI-TOF MS microbi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基質輔助激光解吸電離 - 飛行時間

質譜微生物鑑定系統 

TFA Trifluoroacetic acid 三氟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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