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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藥物尚無法對抗 slow-growing mycobacteria (SGM)，像是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亦不足以應付 rapidly growing mycobacteria (RGM)，像

Mycobacterium abscessus and Mycobacterium chelonae。在之前的藥物發展均以

M. tuberculosis 為主，透過密集的掃描方式(extensive screening)和藥物再利用

(drug-repurposing)等方法[1-3]，然而一直沒有專注在 RGM 的研究。最近，RGM

所造成的社群感染以及院內感染大幅上升，不只感染免疫機能差的病人，甚或免

疫健全的病人也遭受感染。而在所有 RGM 中，Mycobacterium abscessus 為最危

險且具有多重抗藥性的菌種(multidrug-resistant)，在美國，Mycobacterium 

abscessus 造成了~80% RGM 呼吸道疾病，除此之外，亦造成肺病、皮下受損、

囊性纖維化等症狀。而感染 Mycobacterium chelonae 具有類似的症狀，但其治療

的效果比較好[4]。 

 

就像多數的 RGM，Mycobacterium abscessus and Mycobacterium chelonae 對於標準

的第一線抗結核菌化學療法具有抗性(standard first-line antituberculous 

chemotherapy)，所以可供選擇的方法有限，In vitro 的實驗中，M. chelonae and M. 

abscessus 對於 amikacin, imipenem and clarithromycin 具有敏感性，但 In vivo 的實

驗中，這些藥物的效力卻是不明的。在目前針對 RGM 的治療方法以 Clarithromycin

為主，但若在過程中產生抗藥性則治療必定以無效告終，在缺乏可供信賴的化學

治療方法之下，外科的治療方式變成唯一的方式，若不接受外科治療，以目前的

化學治療技術下，M. abscessus 的感染可謂之慢性且無法治癒的[4]。 

 

自從抗生素發展以來，製藥工業大幅減少抗生素藥物的發展，除了抗藥性的風險

之外利潤降低也是因素之一。而在 anti-TB 的藥物發展上雖已取得相當的成果，

但這些藥物對於 RGM 的效果並不顯著，舉例來說，TMC 207 對 M. abscessus 的

抑制效果低，而 daptomycin 則對 RGM 的殺菌效果很不顯著[1,5]。 



 

在本次研究中，我們使用載錄在 Microsource US Drug Library 中的藥物來測試對

抗 M. chelonae and M. abscessus 的效力，此測試的目的在於綜覽存在的抗生素和

未知抗生素效力的藥物是否能產生殺菌的效果，期望能透過此研究，找出能對抗

多重抗藥性菌種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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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之重要性 

由於近年來在院內常發生快速生長的 mycobacteria 的感染(rapidly-growing 

mycobacteria)，像是 Mycobacterium abscessus and Mycobacterium chelonae 而

M.abscessus 的感染症狀嚴重且對多種藥物具有抗性，造成肺部感染或皮下組

織損害，甚至造成囊性纖維化(cystic fibrosis)等症狀，因此，尋找到適合的治

療方式，是本研究的重點。 

 前人作過的研究 

在 2003 年有研究團隊做過 Mycobacteria 的 Susceptibility Tesing [6]發現很多可

殺 M. tuberculosis 的抗生素對 RGM 卻是無效的 。而在 2005 年發現 clonidine 

and neostigmine 在試管中具有 anti-TB 的活性[8]，使科學家欲以此兩種藥物

來測試對 RGM 的殺菌效利。在 2007 年分析了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l 

disease 的治療方式以及預防的方法，對 RGM 的菌種有深一層的認識 [4]。到了 

2010 發現寄以厚望的抗生素 Daptomycin 仍無法對抗快速生長的 mycobacteria 

[5]，在同年有團隊分析了有關快速生長的 mycobacterium 的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pattern [10]，希望透過測試不同的抗生素，找出適合殺菌的藥物。 

 作者為何要作本研究 

在藥物的研發上，快速生長的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NTM)長期被忽略，

因此可供選擇的治療方式較少，而 Mycobacterium abscessus and Mycobacterium 

chelonaeg 是 NTM 中兩種新興的抗藥性菌種，在目前的化學治療技術下，M. 

abscessus 的感染可謂慢性且無法治癒，作者希望能找出適當的化學治療方法

以對抗此菌種。 

 本研究欲完成之項目 

使用 FDA所核准的 1040種藥物，來進行測試，以期找出能對抗 Mycobacterium 

abscessus and Mycobacterium chelonae 的藥物。 



材料與方法 

 化合物與資料庫(Compounds and library) 

藥物的資料從Microsource, Inc.(http://www.msdicovery.com/usdrugs.html)中取得，

內建有 1040 種已達到美國臨床試驗等級的藥物且已登錄在藥典中，此資料庫

是以 96 孔盤的編排方式，每個藥物的儲存濃度為 10mM 溶於 DMSO 中。其

它的抗生素從 Sigma-Aldrich(St Louis, MO, USA)購買，根據廠商提供的標準程

序配置藥品，分裝並儲存在-20℃中。 

 細菌株與生長狀態 

菌株 M.abscessus ATCC 19977 和 M.chelonae ATCC 35752 從 ATCC (Manassas, 

VA, USA)取得。菌株的抗生素的敏感性測試則由廠商自行測試。M.abscessus 

ATCC 19977 對 rifampicin, isoniazid, ethambutol, imipenem, tobramycin and 

cefoxitin,具有抗藥性，但對 clarithromycin 敏感。M.chelonae ATCC 35752 對

rifampicin and clarithromycin 具有敏感性，但對 isoniazid, ethambutol, imipenem, 

tobramycin and cefoxitin 具有抗藥性。此菌種生長於 7H9 Middlebrook medium 

(Becton Dickinson) 添加 0.2% glycerol, 10% albumin/dextrose/catalase and 

0.05% Tween 80。在 37℃旋轉震動器(rotary shaker)上隔夜培養。最初先依照 

CLSI(正式名稱 NCCLS)的指示，以單一濃度點(~16 mg/L)來掃描資料庫裡的

藥物，以便確認有效對抗菌株的化合物[6]。在 96 孔盤中，包含了 DMSO, 

medium 以及什麼都不含的對照組，皆培養在 37℃，培養時間為 72~96 小時，

而抗微生物的活性則是透過視覺判斷。而 MIC 定義為在 72~96 小時培養後，

達到肉眼全殺的最小抑制濃度，每個化合物均測試其 MIC，整個實驗重複兩次，

結果呈現在 Tables 1 和 Tables 2。 

結果 

經過掃描 US drug library 之後，發現數個重要的結果，首先，只有很低比例

(32/1040; 3.07%)的藥物具有顯著的殺菌效果(MIC ≦8 mg/L)，這些具有活性的藥

物放置在 tables 1 和 tables 2。大部分的藥物都只對 M. chelonae 具有殺菌效力，

只有 7/1040 (0.67%) 對 M. abscessus 有殺菌的效果，在這些藥物中，只有

metronidazole, norfloxacin,和 puromycin 展性顯著的殺菌效力，除此之外，亦發現

有些非抗生素分子具有殺菌的效力。而有趣的地方在於，能對抗 RGM 的藥物往

往對M. tuberculosis沒有活性，如預期的，M. abscessus的抗藥性大於M. chelonae。

相對於 clarithromycin, 有 22 種藥物對 M. chelonae 展現較好的活性，然而只有三

種藥物對 M. abscessus 展現較好的活性，可說明為何 M. abscessus 具有如此高的

抗藥性。最具有潛力能殺M. chelonae的藥物為metronidazole, neostigmine bromide 

和 cinnarizine。而最具潛力能殺 M. abscessus 的藥物為 metronidazole, resorcinol  

(Tables 1 and 2)。Metronidazole and puromycin 在這兩種菌株中都具有相等殺菌效

力的藥物(Tables 1 and 2)。 



 

討論 

M. abscessus and M. chelonae 是 RGM 中最重要的兩株病原菌，不論是在 in vitro

或 in vivo 對多種化學療法試劑具有高度抗性，而在 in vitro 中試驗有效的藥物到了

in vivo 卻往往沒有效力。而在 M. abscessus 中 metronidazole, resorcinol 展現了殺

菌的效力。從 Tables 1 和 Tables 2 中可以看到，metronidazole, neostigmine bromide 

and cinnarizine 在 M. chelonae 中具有高度抗微生物活性 (MIC≦0.1 mg/L)，

Metronidazole 是 PA-824 class 的抗微生物藥物的前驅物，已經被證實具有潛在抗

微生物的活性。neostigmine bromide，是一種 acetylcholinesterase inhibitor，已經被

證實既沒有抗微生物也沒有 anti-TB 的活性，Cinnarizine，是一種 antihistamine，

被用來控制 motion sickness，已經被證實具有些微 anti-TB 的活性。而在 M. 

abscessus 中，neostigmine bromide 和 cinnarizine 的效力都不顯著。Resorcinol 是

廣泛使用的抗菌藥物，M. abscessus 對 resorcinol 的敏感性高於 M. chelonae (Table 

1)。 

 

大多數針對 M. chelonae 具有殺菌效力的化合物均能達到 MIC ≧0.1 mg/L。而大

部分這些藥物對 M. abscessus 而言是無效的 (Tables 1 and 2)。然而大多數經過測

試發現有殺菌效力的藥物，其確切的殺菌的機制都不清楚，儘管 silver complexes of 

aspartame 已經被證實具有 anti-TB 的活性。Norfloxacin 已經被證實具有潛在的殺

菌效力，但其對 M. abscessus 而言仍是無效的。Metal complexes of sulpiride 已經

被證實具有抗微生物的活性而且 derivatives of naphazoline 也被證實具有對抗某些

細菌的活性。Duloxetine 並未發現具有任何的殺菌效果，儘管其在歷史上有相當

重要的分量。Acetazolamide 具有直接的活性，因為其能抑制 M. tuberculosis 中

carbonic anhydrase 的活性。Doxycycline 已經被證實具有 anti-RGM 的活性。 

 

實驗的結果發現，使用 anti-TB 的藥物來對抗 RGM 是沒什麼效果的。為了證實這

一點，再分析Prestwick chemical library上的資料能對抗 M. tuberculousis 的藥物，

而這藥物是由 Tuberculosis Antimicrobial Acquisition and Coordinating Facility 

(TAACF)所分析的;這些結果呈現在 Tables 1 and 2。只有三種藥物對 RGM 和 M. 

tuberculosis有殺菌效果，而Cinnarizine的對RGM的殺菌效力優於M. tuberculosis，

然而 puromycin 則是相反的，不過 norfloxacin 的殺菌效力在兩者之中相同。和實

驗的結果相對照，在 TAACF 的資料證實了 RGM 比 M. tuberculosis 具有更高的抗

藥性，可見發展對抗 RGM 所造成的疾病的藥物是非常重要的。 

 

 

 

 



 

結論 

隨著新興具有抗藥性菌株的產生，新抗生素的開發卻呈現下降的趨勢。此研究指

出新的針對 M. abscessus and M. chelonae 的療法可利用非抗生素性分子或已存在

但尚未應用在 RGM 方面的抗生素。這些研究證實了 RGM 幾乎對所有的 FDA 核可藥

物具有抗性。此研究證實了 metronidazole 是一潛在廣效性的 RGM 抑制劑，伴隨

適當的藥物動力學特性，可望成為未來的治療方式之一。此研究亦發現數個非抗

生素分子可望發展成為來的對抗 RGM 的骨幹。而這項研究是第一次測試所有 FDA 

核可的藥物對抗 M. abscessus and M. chelonae 的活性，並再次提醒世人，發展 RGM

的藥物乃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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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 

Table 1.  

根據最低抑制濃度，列出抗生素對抗 M. chelonae 和 M. abscessus 的殺菌效力，單位為 mg/L 

 

ND, not determined. 

Table 2.  

測試非抗生素分子對抗 M. chelonae 和 M. abscessus 的殺菌效力，單位為 mg/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