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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產前分離之乙型鏈球菌 (Group B Streptococcus；GBS) 基本上是不需例行性操作抗

微生物製劑敏感性試驗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AST)   ，但產婦若對於盤

尼西林產生過敏者，實驗室則接受臨床醫師之醫囑進行敏感性試驗。我們建議實

驗室例行性對於產前分離的乙型鏈球菌進行敏感性試驗，以利臨床醫師使用抗生素

之參考。 
 臨床與實驗室標準協會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 CLSI) 建議 GBS 
的敏感性試驗可採用紙錠擴散法 (disk diffusion method) 或肉湯微量稀釋法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經認可的商品化系統依製造商的操作建議也可接受。本文則

以 商品化系統 VITEK®2 與 VITEK®2 COMPACT 系統 提供實驗室操作 GBS 敏感性

試驗時之參考。 

2. 材料 

2.1 0.45% 無菌生理食鹽水 

2.2 無菌康氏管 

2.3 Densichek 或 Densichek Plus (比濁計) 
2.4 無菌 ENT 棉棒 

2.5   AST-ST 藥敏卡 (AST-ST01) 或 VITEK®2 AST-GP 藥敏卡 (例如 AST-P605, 
AST-P622、AST-P627、AST-P638 等藥敏卡) 

2.6     VITEK®2 GP 鑑定卡 

2.7     VITEK®2 COMPACT 280µL pippet 與 tips (僅用於 VITEK®2 COMPACT) 
3. 步驟 (操作過程請使用無粉手套) 

 3.1      VITEK®2 操作步驟 

3.1.1 將鑑定卡及藥敏卡自 4oC 冰箱取出回溫至少 30 分鐘。 

3.1.2 取無菌康氏管，注入 3 mL 0.45% 無菌生理食鹽水。 

3.1.3  BAP    (Trypticase soy agar with 5% sheep blood)  或 ChromIDTM agar上培養 18 
至 24 小時的 3-4 顆純菌落，以細棉棒沾取後，於 0.45% 無菌生理食鹽水

中製備細菌懸浮液，濃度範圍要求為 0.50 至 0.63 McFarland。 
                            3.1.4 將製備好的菌液放在 smart carrier station (SCS) 之cassette上，並輸入資料

，放上相對應的VITEK®2 GP 鑑定卡 (若需做鑑定)_ 、藥敏卡及康氏管空

管。 

 ＊ 調完菌液後，30 分鐘內需上機 

3.1.5 整架 cassette 製備與輸入完成後，將 cassette 放入 VITEK®2 儀器內，即

完成上機。 

3.1.6 使用無菌  loop 取退出的 cassette 菌液另外接種至培養基作為菌液純度檢 

查，確認流程未受其他細菌污染。 

3.2    VITEK®2 COMPACT 操作步驟 

3.2.1 將鑑定卡及藥敏卡自 4oC 冰箱取出回溫至少 30 分鐘。 

3.2.2 取無菌康氏管，注入 3 mL 0.45%  無菌生理食鹽水。



 

 

 
3.2.3   BAP (Trypticase soy agar with 5% sheep blood) 或 ChromIDTM agar 上 

培養 18 至 24 小時的 3-4 顆純菌落，以細棉棒沾取後，於 0.45% 無菌 

生理食鹽水中製備細菌懸浮液，濃度範圍要求為 0.50 至 0.63 
McFarland。 

3.2.4 將製備好之菌液放在 cassette 上，另取一康氏管配製好的菌液右側，康 

氏管內含 3 mL 0.45% 無菌生理食鹽水。 

3.2.5 使用 VITEK®2 COMPACT 280µL pippet 取上述製備好之菌液，至 3 mL 
0.45% 
無菌生理食鹽水中混勻。 

3.2.6 放上相對應的 VITEK®2 GP 鑑定卡 (若需做鑑定) 及藥敏卡。 

  ＊ 調完菌液後，30 分鐘內需上機 

3.2.7 此 cassette 的檢體製備完成後，將 cassette 放入儀器內，完成上機。 

3.2.8 使用無菌 loop 取上機後退出的菌液，另外接種至培養基作為菌液純度 

檢查，確認流程未受其他細菌污染。 

3.2.9 分析完成後，儀器會自動將可於 VITEK®2 電腦確認鑑定及藥敏結果。 

4. 品管 
4.1 依所使用的藥敏卡之仿單所示，如操作乙型鏈球菌藥敏建議至少需以下述品管 

菌株執行品管。*有使用 ICR 判讀時。 

 品管菌株 監控藥物項目 

 
AST-ST01 

S. aureus ATCC 29213* inducible clindamycin resistance 陰性 
S. aureus ATCC BAA-977* inducible clindamycin resistance 陽性 
S. pneumoniae ATCC 49619 其餘藥物 

AST-GP S. aureus ATCC 29213 其餘藥物 
           4.2 品管菌株的上機前操作流程和臨床菌株相同。 

        4.3 品管頻率依據 CLSI 規範採用日品管或週品管 

                     4.3.1 日品管：(1) 實施每日品管，若連續 20 個結果≦1 個或 30 個結果≦3 個 

超過可接受範圍時，或 (2) 每天作 3 重覆，連續作 5 天，15 個結果≦1 
超過可接受範圍時，可轉換為週品管。 

  4.3.2 週品管：每週至少以藥敏卡仿單所示之品管菌株執行一次。當藥敏卡為 

新批號或每次運送 (shipment) 時也應實施品管試驗。 

5. 結果報告 

 5.1 VITEK®2 會根據儀器內所設定各藥物的判讀標準  (可依據 CLSI M100 去設定) ， 

自行將最低抑菌濃度( MIC) 對應結果解釋 (susceptible、 intermediate、 
resistance)。 

           5.2 依據 CLSI M100 針對 Streptococcus spp. β-hemolytic group 的最抑菌濃度 MIC判

讀與結果解釋，可於 VITEK®2儀器設定:  
 
 
 
 

 



 

 

 

抗微生物製劑 MIC 判讀（µg/mL） 

 
 
 
 
 

S I R 
Penicillin ≤ 0.12 - - 
Ampicillin ≤0.25 - - 
Erythromycin ≤0.25 0.5 ≥1 
Clindamycin ≤0.25 0.5 ≥1 
Vancomycin ≤ 1 - - 

     
      5.3  VITEK®2 軟體所配備之專家系統，可以依該菌株的 MIC 分佈，對應出各類藥物 

  可能抗藥性型別，並給予藥物治療性修正的建議。 

 5.4 當erythromycin 結果為R且clindamycin 結果為  S 或  I 時，有需留意 inducible 
clindamycin resistance  (ICR) 或 D zone 的結果是否為陽性；若陽性應考慮為誘導性 

clindamycin 抗性，clindamycin 應被報告為抗藥性。 

圖 1：ST01 卡具 ICR test，當  ICR +，Clindamycin 由 I 改為 R 
        

 
圖 2：AST-GP 藥敏卡無 ICR test，當 Erythromucin≧8，ASE 軟體將 Clindamycin 由 

S 改為 R，應另操作紙錠法 D-zone test 作確認。 
 5.5 結果報告中可備註：當 penicillin 有效時，同時也表示對  ampicillin、amoxicillin、 

amoxicillin-clavulanic acid、ampicillin-sulbactam、cefazolin、cefepime、cephradine、 



 

 

cephalothin、 cefotaxime 、 ceftriaxone 、 ceftizoxime、 imipenem 、 ertapenem 、
meropenem 等藥物有效。 

6. 注意事項 
6.1 操作過程請使用無粉手套。 

6.2 將鑑定卡及藥敏卡自 4oC 冰箱取出回溫。 

6.3 調製菌液時，請注意必需要確實混合均勻。 

6.4 調完菌液後，於 30 分鐘內需上機 

 6.5 可以直接使用 BAP 或 ChromIDTM agar 上的菌落操作 VITEK®2 系列機台的鑑定

及藥敏，其他選擇性培養皿如 CNA、GBS DetectTM agar 等原廠未說明是否可直

接用於 VITEK®2 系列機台的鑑定及藥敏，請使用單位自行確認。 

 6.6 VITEK®2 AST-ST 藥敏卡（AST-ST01）適用於所有 Streptococcus spp.；VITEK®2 
AST-GP 藥敏卡適用於 Staphylococcus spp.、Enterococcus spp.、S. agalacti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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