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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乙型鏈球菌藥物敏感性試驗檢驗操作程序 
 – BD Phoenix™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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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

利用 BD  Phoenix™系統提供實驗室操作 GBS 敏感性試驗時之參考。 
2. 材料 

2.1 比濁計 
           2.2 無菌棉棒 

                  2.3 BD Phoenix™ ID broth 
         2.4 BD Phoenix™ AST-S broth and indicator  (AST-S) 
         2.5 BD Phoenix™ Streptococcus ID/AST combo panel (Panel Phoenix SMIC/ID-8、

Panel Phoenix SMIC/ID-9 ) 
2.6 BD Phoenix™ 

3. 步驟 
3.1   使用無菌棉棒挑取經  BAP 或 CNA 培養 18-24 小時相同形態的數個菌落，於    BD 

Phoenix™ ID broth 中 調成 0.5-0.6 McFarland 濃 度 之 懸 浮 液  (ID suspension)。 
3.2 配置好的菌液須在一小時內接種至測試盤。 
3.3 將  AST-S indicator 回溫至室溫。 
3.4 加一滴            AST-S indicator 至AST-S broth，並上下混和均勻。 
3.5 使用 micropipette 取 25ul ID suspension 加入配置好的AST-S broth，並上下混

和均勻，不可震盪。 
                3.6    接種後的 AST-S broth 應在 30 份鐘內接種至測試盤。          

  ※加入 indicator 後，AST broth 可在有光的環境中保存 2 小時，避光環境保存 
8 小時。 

          3.7    分別將配置好的 ID suspension 和 AST-S broth 倒入接種盤內。 
3.8    待菌液接種完畢，蓋上蓋子，並在 30 份鐘內上機。 

3.9 使用無菌 loop 取 ID 或 AST 菌液另外接種至培養基作為菌液純度檢查。 
  3.10  上機後 12 小時內會產生菌名鑑定結果，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會於 16 小時內

產生。 
3.11  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會透過 BD Phoenix 內建 BD Xpert system 判讀菌株之內

生性抗藥性或是否為抗藥性菌株，結果可以直接於 BD Phoenix 系統或是透過

BD EpiCenter 觀看測試結果或是上傳至LIS端。 

 
 

 



 

 

4. 品管 
4.1 使用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TCC 49619 為品管菌株。請參照下方 package   

insert 檢附表格之允收範圍: 
4.1.1 SMIC/ID-8 
 

 
 

4.1.2 SMIC/ID-9 

 
4.2 品管頻率依據 CLSI-M7 規範採用日品管或週品管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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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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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CLSI M100 針對 Streptococcus spp. β-hemolytic group 的最低抑菌濃度判讀與

結果解釋: 
 

抗微生物製劑 抗生素劑量 MIC interpretive criteria (ug/ml) 

  S I R 
Penicillin 10 units ≤0.12 - - 
Ampicillin 10μg ≤0.25 - - 
Erythromycin 15μg ≤0.25 0.5 ≥1 
Clindamycin 2μg ≤0.25 0.5 ≥1 
Vancomycin 30μg ≤1 - - 

         5.2  當 erythromycin 結果為 R 且 clindamycin 結果為 S 或 I 時，應另操作紙錠法 D-
zone test，若陽性應考慮為誘導性 clindamycin 抗性，clindamycin 應被報告為抗

藥性。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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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meropenem 等藥物有效。 

6. 注意事項 
6.1 測試盤開封後須於 2 小時內完成接種。 
6.2 ID suspension 後須在 1 小時內接種至測試盤。 
6.3 接種後的  AST-S broth 需在  30 分鐘內完成接種。 
6.4 接種後測試盤需在 30 分鐘內完成上機。 
 6.5 ID suspension 須以單一菌落配置，建議在接種同時以無菌 loop 取 ID 或 AST-S 

broth 接種至培養接做純度檢查。 
6.6 AST-S indicator 開封後須保存於  4℃ 且效期為    14 天。 

               6.7 加入 indicator 後，AST broth 可在有光的環境中保存 2 小時，避光環境保存 8    
小時。 

6.8 可 以 直 接 使 用 BAP 或 CNA 上 的 菌 落 操 作 BD Phoenix™ 機 台 的 Streptococcus 
鑑定及藥敏，其他選擇性培養皿如 ChromIDTMagar、GBS DetectTM agar 等原廠未

說明是否可直接用於 BD Phoenix™ 機台的鑑定及藥敏，請使用單位自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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