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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某精神療養機構結核病聚集感染防治經驗
黃貝琴 1*、簡志偉 1、李仁智 2
摘要
本文描述臺灣某大型精神療養機構在 2009 至 2016 年確診 105 名病例，78 名
有陽性菌株，菌種基因鑑別結果共有 48 種型別，其中 41 種型別為獨立型態，相
同 7 種型別分別有 2–12 人，為全國規模最大精神療養機構結核病聚集感染。歷經
2 年的積極作為之下，全機構共 2,382 位住民胸部 X 光篩檢分別在 2013 年找到 14
名確診個案，2014–2015 年則各找到 3 名確診個案，確診個案逐年減少；潛伏感染
治療共有 141 人完成治療，141 人追蹤到 2016 年 6 月止，無任何住民發展為活動
性肺結核。
全國近幾年陸續發生數起人口密集機構結核病群聚感染事件，惟疫情及潛伏
感染治療複雜程度遠不及於本案，整起事件發展至今尚無完整的紀錄，除了供本
案日後檢討與省思之參照外，也為類似聚集事件提供線索及參考。
關鍵字：結核病、精神療養機構、結核病聚集感染、接觸者檢查、潛伏感染治療
前言
我國結核病防治已見成效，發生率逐年下降，但國外研究指出，特定族群之
結核病感染和傳播的風險仍持續升高[1]。臺灣近幾年在積極監測之下，使得人口
密集機構的結核病群聚事件逐漸浮出檯面。這個族群年齡老化，免疫功能下降，
常存慢性疾病，如果加上封閉環境，一旦有活動性結核病患，在密切且頻繁接觸
之下，就成為結核病群聚的溫床。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於 2012 年發表
2007–2011 年臺灣結核病群聚事件分析中指出，人口密集機構多數為過去感染，
且多數為散發個案，確定為結核病群聚事件比例低[2]。另外，依據疾管署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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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 2010–2014 年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中以校園聚集感染佔最多，人口密集機構
最少[3]。然而，發生在臺灣某大型精神療養機構結核病群聚事件則不同於過去的
經驗。
臺灣某大型精神療養機構為收治全國精神病患之療養單位，歷年總住民數
2,161–2,635 人，工作人員約 885 人，住民平均住院日為 22.5 年，45%為 65 歲老年
人。歷年結核病發生率每十萬人口 200–2,790 人，2003–2004 年發生率出現高峰，
當時積極篩檢並處理後發生率陡降，數年後在 2008–2009 年呈上升趨勢 （圖一）。
發生的個案多數住在復健園區，一樓空間做為住民活動空間或餐廳設置，病房則
位於 1–3 樓的空間區域。床鋪為通舖型式，4–6 床隔為一區，平常以開窗或抽風扇
方式加強室內通風。機構會因為住民急性精神症狀改變、病床給付問題使住民
頻繁轉床移動，住民彼此互動與生活交流在職能、復健、心理等治療期間暴露的
機會相當頻繁。

圖一、2001-2015 年臺灣某精神療養機構結核病年發生率
材料與方法
該機構在 2010 年進行常規篩檢，有 8 名確診個案。當時追溯 2008–2009 年
19 名確診個案 陽性 菌株， 進行限 制酶片 段多型 性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基因鑑定，有 2 組基因相同，編組為 A 組（2 人）
、B 組（3 人）、
其他獨立型為 C、D、E、F 各 1 人。同時建立結核病群聚事件，2011 年 4 月 29 日
召開第 1 次專家會議，主要決議為提高篩檢頻率。2011–2012 年篩檢結果基因相同
各組累計數：A（2 人)、B（7 人)、C（3 人）、D（3 人）、E（7 人）、F（1 人）。
直到 2016 年共 105 名病例，當中 78 名有陽性菌株，基因鑑定結果共 48 種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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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1 種為獨立型態，7 種相同型別中每 1 組有 2–12 人（表一）
。W1、3、5、6、
7 為獨棟三層樓建築，每 6 床隔為一區通舖式，護理人員及工友部份共用，餐廳、
活動空間部份共用，行動不便住民多數住在 1 樓層。W16、17、18 為ㄇ字型二層
樓建築，病床 4–6 床隔一小區之通舖，護理及工友共用，照服員不共用。1 樓住民
多為半癱或臥床者，生活起居由照服員協助，護理之家位於另外院區車程約需
15 鐘，特殊照護或其他因素會將住民轉至該區繼續照護。由於疫情持續擴大、
風險區域持續增加，於 2012 年 12 月成立專案小組，由東區管制中心擔任召集人，
分三個階段推動策略，第一階段主要規劃流程，包含監測、篩檢、疑似個案處置、
潛伏感染治療等，第二階段為實施階段，第三階段成果與檢討。
表一、2009-2015 年臺灣某精神療養機構結核病陽性菌株各組型別分布情形

年度/病房

W1

W7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B
B

A

W16

W17

W3

W5

W6
E

D

A

BB
DD

護理
之家

W18

C
EEE
E

E
F

EE
A EEE

B
B

C
G

B

C

E
F

F

G
B

F

B

主要防治策略：
(一) 早期診斷：將全院住民列為篩檢對象提高篩檢頻率。自 2012 年 5 月開始 1 年
2 次，持續 2 年，總計 2,382 人，篩檢後由放射科醫師判讀，異常個案轉由胸
腔內科醫師複判及診治，於 1 週內完成，若未能確診或爭議個案，則送結核
病診療諮詢小組會議審查。
(二) 篩檢後疑似個案立即採取適當感控及隔離措施，待塗片、聚合酶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陰性後始可離開負壓隔離病房。確診個案則
須待複查痰液陰轉，方可解除隔離。
(三) 進行咳嗽監測，不明原因咳嗽 5 天以上之醫院工作者及病患，進行結核病診
斷並追蹤列管；2 週內累計咳嗽達 5 日以上者，立即通報院內感控，轉介胸腔
科評估是否通報。
(四) 潛伏結核感染(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LTBI)治療之規劃：
(1)主要實施對象為執行潛伏肺結核治療之前 1 個月曾入住 W1、7、16、17 等
病房之住民其 QuantiFERON TB Gold (QFT) 為陽性者。
(2)使用處方依「潛伏結核感染之治療」指引 Isoniazid (INH) 9 個月治療。執行
期間住民採集中管理，若因病情須需轉其他病房治療，則轉出病房不可有
痰液陽性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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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體評估及開立處方由精神科、內科醫師醫師，用藥監測及評估方面主要
在用藥第 2、4、6、8 週監測 1 次，之後第 3–9 個月每個月監測 1 次。
空氣品質監測：本篇報告使用三合一壁掛／桌面兩用型二氧化碳計 TE-702D＋，
進行機構內環境二氧化碳濃度(CO2)、測溫、濕度監測，採隨機抽樣並非長時間
監測，檢測儀 CO2 測量範圍 0–9999ppm，溫度範圍 10.0℃–50.0℃，相對濕度範圍
0％–100％。
結果
一、2,382 人自 2012 年 5 月為期兩年四次篩檢，共完成 9,231 人次篩檢：第一次
篩檢 2,380 人，異常 452 人，確診 10 人；第二次 2,341 人，異常數 402 人，
確診 1 人；第三次篩檢 2,276 人，異常 459 人，確診 2 人；第四次篩檢 2,234 人，
異常 414 人，確診 1 人。找到確診個案逐年減少（表二）。
表二、2012–2013 年臺灣某精神療養機構結核病篩檢結果
第一次
2012年5月

第二次
2012年11月

第三次
2013年5月

第四次
2013年11月

應檢查人數

2,382

2,382

2,382

2,382

完成檢查人數

2,380

2,341

2,276

2,234

正常

1,928

1,939

1,817

1,820

異常

30

4

2

6

異常無關結核

422

398

457

408

確診

10

1

2

1

二、咳嗽監測結果：咳嗽通報人數 63–464 人，無人確診結核病。
三、LTBI 評估與治療：W1、7、16、17 等四個病房共 595 人進行潛伏性結核病感
染治療評估，經丙型干擾素血液測驗(interferon-γ release assay, IGRA)檢測，最
後有 183 人陽性，各病房陽性率 32.1%–52.2%不等，整體陽性率 39.8%。183
人當中 14 人未加入 LTBI 治療。治療期間有 6 人死亡、1 人拒絕治療、21 人
發生副作用，最後共 141 人完成治療（表三）
，依照當時治療處方是使用 INH
9 個月。另外，W17 病房出現 INH 抗藥個案，因此改以 4 個月 rifampin(RMP)
治療處方。最後 RMP、INH 治療者分別為 42 人、127 人。各病房完治率 69.8%–
90.2%不等，整體完治率 77% （表三）。
四、二氧化碳空氣品質偵測結果：
W1 病房：CO2：499–785 ppm，濕度：78.3%–78.9%，溫度：29.3–29.5℃；
W5 病房：CO2：539.5–859ppm，濕度：77.5%，溫度：30.6℃；
W7 病房：CO2：606–664ppm，濕度：71.4%–74.6%，29.7℃；
餐廳：524%–1006ppm，76.8%，29.7℃。
簡易隔離室：604–757ppm，7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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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013-2014 年臺灣某精神療養機構 LTBI 治療成果
藥物種類

INH

RMP

總計

病房

W1

W7

W16

W17

Total

人數

189

167

117

122

595

符合執行QFT人數
(%)
QFT陽性數人數
(%)
完成LTBI治療人數
(%)
未完成人數
(%)

162
(85.7)
52
(32.1)
39
(75)
13
(25)

119
(71.2)
43
(36.1)
30
(69.8)
13
(30.2)

89
(76)
41
(46.1)
37
(90.2)
4
(9.8)

90
(73.8)
47
(52.2)
35
(74.5)
12
(25.5)

460
(77.3)
183
(39.8)
141
(77)
42
(23)

註：(1)潛伏結核感染（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LTBI）
(2) QFT(QuantiFERON TB Gold In-Tube)
(3)異菸鹼醯( Isoniazid, INH)
(4)立復黴素(rifampin, RMP)

討論
造成本次機構結核病群聚原因歸納如下：
一、未能及早隔離、治療
機構自 2001 年以來結核病發生率均遠高於全國，曾高達每十萬人口 2,790
人，遠高於全國 53–57 人。但是高發生率不必然會造成群聚感染。國內曾有
研究比較相似兩大精神療養機構（A、B 機構）
，其中 A 機構即為本案群聚機
構，B 機構住民 1,975 人，發生率每十萬人口 203 人，2002–2003 年篩檢後發
現 8 名病患，基因比對結果均為獨立型，同時期 A 機構當時有 17 名個案，當
中有 6 個相同基因群組，顯示菌種基因多樣性在這兩家機構早已存在。A 機
構會爆發群聚感染最大差異，在於沒有將全部高度懷疑為結核病個案及早隔
離。機構從懷疑病人罹患結核病到診斷、隔離等均未能提早，應為本次事件
重要因素之一[4]。
參考國內外研究指出，延遲診斷是許多精神機構爆發聚集事件的要素[3,
5–7]。然延遲診斷定義不盡相同，不過就機構對於結核病個案各項處置時距
來看，顯得過於保守。分析 2008 至 2012 年，該機構病人自發現 X 光異常到
確診期間之範圍為 6–39.5 天，相較 2010 年全國平均期間 5 天為長。國內研究
指出，結核病病人第一次到任何醫療門診就醫至開始服用抗結核藥物，期間
之中位數為 23 天[8]。另有研究稱為第一次進行醫事檢查到診斷為肺結核時間
差其中位數為 1 天等[9]。本案從懷疑病人罹患結核病到最後確診之時間差明
顯較長，如果為傳染性病患，該期間將成為感染來源[10]。為了縮短診斷時間
誤差，本專案設計胸部 X 光複判機制、分子技術 PCR 檢驗以提早診斷、治療、
隔離，才能阻止傳染源持續擴散[4]。目前各項時間差已為該機構監控指標，
改善情形仍待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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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頻繁轉床等因素
住民入住機構時間平均 10–22 年。因為受健保住院天數限制，必須經常
轉床治療或安置，病情嚴重時又必須轉出其他醫院，每一位個案轉床次數至
少 20 次以上，最多高達 76 次。另外，住民必須參與的職能、團體、心理等
等復健治療，當中若有傳染性病患就有擴散之虞，在國外研究中也提到，患
者在可傳染期間多次進出其他醫療單位，或者在使用相關輔具與設施當中都
有可能造成傳播，亦有可能來自訪客當中[5]。不過該機構龐雜歷史背景之下，
這個問題很難釐清。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指出，未治療的結核病
患平均每年會傳染 10 至 15 名接觸者；接觸者中約有 20%–30%為潛伏性結核
感染，10％發展為活動性結核病。國外研究指出，結核病的感染在重症精神
療養機構並不少見，其研究感染率 17%[11]。國際抗癆暨肺病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 Lung Disease, IUATLD)報告結核病密切接觸者
感染率為 30%–40%[12]。精神病機構結核病群聚事件中感染率 17%–36%[5]。
美學者估計美國痰液陽性病人接觸者陽性率為 20%–30%[13]。本案整體陽性
率 39.8%，W17 病房高達 52.2%，顯示該機構內感染結核病風險相當高。造
成該機構高感染之因素還包含精神病患通常不會主動表達對於醫療的需求，
因為這群人無法辨識自己的健康問題或對醫療保健系統普遍不信任 [5–6]，或
者也可能病患曾經出現症狀，但是並沒有被注意也沒被記錄，這些風險都可
能存在。為彌補這些缺失，專案特別設計由機構資深護理人員每日症狀監測
並記錄，2013–2015 年監測期間僅發現疑似結核病，無確診個案。
三、環境因素
結核病的主要傳染途徑是飛沫與空氣傳染，因此是否具有良好的通風
環境為影響被傳染機會的重要因素之一。過去研究經驗提到精神療養機構
住民長期處在通風不良、擁擠環境等為罹患結核病高風險族群[1–5, 10–11,
14–15]，而環境通風不良也是造成國內結核病聚集事件之重要因素[2]。環境
的控制對在預防結核病院內感染相當重要。本案發生後曾數次邀請環評專家
訪查評估，機構主要是採最低成本最高效益的開窗通風法，每個病房可容納
30 張病床，病房樓層與床位間相互連通。為增加通風效果，在兩側窗戶加裝
排風扇，但是測風後發現風扇排氣與進氣口風向是相反的，且進氣口與排氣
口太靠近，室內排出的污染空氣產生回流，導致新鮮空氣從進氣口進入後
直接從排氣口的風扇排出，並未達到換氣效果。另外，機構將疑似個案安置
在病房內的簡易隔離室，該室與病室空氣是相互流通。依據環保署公佈之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CO2 濃度限值為 8 小時 1000ppm 然訪查機構時發現機構
內部確實有些地方 CO2 濃度超過 1000ppm，尤其是在住民比較集中的時間及
空間，例如用餐時間、活動時間等等，這些都大大增加暴露於感染結核病菌
風險之中。改善過程中機構全力配合，同時尋求第三公正單位進行數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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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與空氣品質檢測及環境複查，然而這些措施都是在疫情爆發之後所採取
的事後補救。因此，未來應朝向事前預防的角度著手，並建議環保署就其
權責範圍，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加速擴大推動納管場所，才能避免
類似機構爆發疫情。
四、感染與 LTBI 治療：
過去的研究顯示接觸者感染後其發病機率約有 5%–10%，若為環境通風
不良的高密度接觸或延遲診斷者其發病風險近 20% [16]，若施予 LTBI 治療將
減少發病的機會，進而降低該機構結核病發生率。然因該機構眾多因素導致
誰是誰的接觸者難以釐清外，更遑論誰該投與 LTBI 治療。依據該機構過去接
觸者追蹤不完整、共同暴露環境因子相當多、轉床頻繁、封閉環境等，推測
多數住民應該都已經暴露過或是早已經感染。本案最終將當時全機構住民
2382 人都視為接觸者，如果以 20%發病風險來看，投與 LTBI 治療將避免未
來將近 476 個結核病個案的發生。然機構至今共僅累計 105 名確診個案，猜
測可能每一位住民的暴露風險條件不盡相同，產生不同發病率。
該機構 W1、7、16、17 等病房陽性率普遍偏高，若要降低發生率，針對
這一群住民進行 LTBI 預防治療為重要策略，然臺灣過去的經驗未曾在這樣的
大型精神療養機構實施 LTBI 預防治療之外，相關文獻所提案例嚴重度均不及
於本案，故無良好前例經驗可尋。此外，許多抗結核病藥物會與精神科用藥
產生交互作用，影響精神疾病治療效果。其中 RMP 會加速肝臟對於抗精神藥
物代謝速度，降低精神科藥物作用，最後導致精神症狀加劇；INH 則是抑制
藥物代謝，增加併用精神科藥物血液中濃度[17]。依照當時 LTBI 治療處方是
使用 INH，其治療所產生的不良反應以肝毒性為主要[18]，且隨著年齡增加而
增加，各國使用警戒年齡是 35 歲[19]。然該機構住民 45%以上都是 65 歲以上
老年人，罹患 B、C 肝炎約 13.1%。在當時臺灣 LTBI 治療政策是依高危險目
標族群以及低治療風險族群來考慮，因此對 INH 在這裡使用的安全性有諸多
疑慮。除此之外，服藥遵從性、再次感染、執行的人力、物力、經費等等都
是項挑戰。最後經機構、當地衛生局及疾管署等單位縝密規劃，在 LTBI 政策
架構之下展開實施，最後 141 人完成治療，完治率 77%，至於投藥後的成效
仍有待持續追蹤與觀察。
未完成 LTBI 治療 42 人當中有 22 人發生藥物副作用，其中 RMP 治療者
之中斷治療原因主要為精神症狀惡化 6 人(14.3%)，以 INH 治療者之中斷治療
原因主要為肝炎 10 人(7.9%)、精神症狀惡化 3 人(2.4%)。由這些資料可見，
精神症狀惡化為該機構住民 LTBI 治療停藥之重要原因。雖然本案經專家討論
後訂出「不任意中斷 LTBI 治療，而 LTBI 治療不影響原先精神疾病治療」為
最高指導原則，所以當個案出現精神症狀惡化時，建議先調整精神科治療用
藥，若症狀未改善，再中斷 LTBI 治療。但在規劃潛伏感染預防治療計畫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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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於該機構經費限制，未能將血液中精神科藥物濃度進行監測，而難以在
藥物濃度開始出現變化初期，精神症狀開始變化前，先行調整精神科用藥。
其次，本案也未將個案精神症狀先行以量表評估作為基準值，當決定停止
使用抗結核藥物時，缺乏一套客觀的停藥標準。期間在專案會議討論出補救
方式，即對於未中斷治療的個案運用臨床整體評估表(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
scale)進行評估，以此作為日後精神症狀變化參考依據。此外，也建議將精神
科醫師納入 LTBI 治療團隊，前述重要經驗期能作為日後相同性質機構 LTBI
執行之借鏡。本案 7 種群聚型別包括 A（4 人）、B（9 人）、C（3 人）、D（3
人）
、E（12 人）
、F（4 人）
、G（2 人）
，每一組相同型別個案發生的時間不一
定相同。C 組最後 1 位個案是 2011 年，之後沒有再發現個案；D 組是在 2012
年後未再發現個案；G 組在 2013 年未再發現個案。專家委員判定 C、D、G
組應視為常態性增加而非結核病群聚感染。E 組最後 1 位個案在 2014 年，
當時視為近期感染之外，人數最多，多數集中在 W16、17 病房，且 LTBI 治
療均已完成，因此視 E 組為本群聚事件目前可以結案指標，其他組別仍持續
觀察中。
結論
我國結核防治十年有成，與全球同步邁向 2035 消除結核並以「零死亡、零
個案、零負擔」為願景。本案雖然已於 2016 年 4 月結案，但該機構具有無可避免
的高結核病發生率特質，未來的挑戰仍持續存在，應致力於避免再次發生才能與
WHO 2035 年消除結核病的願景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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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 年臺灣南部某大學結核病聚集事件調查
周鴻君*、黃樹樺、洪敏南、游秋月、劉碧隆
摘要
南部某大學於2012年7月至2014年7月間陸續通報17例結核病確診個案，經
衛生單位調送其中12例有結核病菌株個案進行基因型別比對，結果有8例相同。
綜合流行病學調查資料研判，2例無細菌學確診個案與8例菌株基因型別相同者有
流行病學關聯，確立為校園結核病聚集事件。經專家會議與環境評估發現，造成
本事件發生之主要因素為延遲就醫、校園健康管理作業不夠落實及教室排氣設置
不足，致空氣品質不佳。建議改善空氣品質監測與管理，加強結核病知識教育、
接觸者發病風險溝通及配合潛伏結核感染治療。本聚集事件截至2014年11月止，
罹病個案皆已完成治療，未再有接觸者發病。
關鍵字:結核病、校園、聚集
前言
結 核 病 透 過 空 氣 飛 沬 傳 染 ， 1/3 接 觸 者 可 能 成 為 潛 伏 結 核 感 染 （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LTBI）者。若未經 LTBI 治療，終身發病機率為 5%–10%，
50%多集中在兩年內發病。接觸者發病機率受指標個案傳染力、接觸者易感受性、
與個案接觸時間長短及空間內結核菌密度等影響[1–2]。疾病管制署（以下簡
稱疾管署）資料顯示，校園在結核病聚集事件中所佔比例最高(25%)[3]，15–19
歲發病風險高於其他團體同年齡的 50 倍[4]，學生在校時間長，校園若出現傳染
性個案易造成疫情蔓延。
本事件描述南部某大學結核病聚集事件處理過程。在學校、公衛與醫療相關
單位介入處置下，監測至 2014 年 7 月止，未再有流行病學關聯或菌株基因型別
相同個案被通報。
疫情描述
該南部大學有專科、大學及研究所三類學制，師生約 9,344 人。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10 月共 17 名師生被通報結核病（大學日間部 14 名、夜間部 1 名、進修
部 1 名及老師 1 名）
。經調查具流行病學關聯者 2 名（同班 1 例、實習場所宿舍
1 例）及菌株基因型別相同 8 名（同班 4 例、實習場所宿舍 2 例、修課同學 2 例），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高屏區管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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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為校園聚集事件（圖一）。其餘 7 例個案中 4 例菌株基因型別不同、3 例無流
行病學關聯。

圖一、2012–2014 年臺灣南部某大學結核病聚集事件個案關聯圖

一、 流行病學調查
案1於2012年7月於校外實習時被通報，案2、案3為案1實習場所宿舍室友
（與案1不同班及部門），於接觸者檢查後通報。案4與案2、案3同班級但不
同實習場所，於2012年9月有呼吸道症狀就醫後通報，常私自到案1寢室居住，
故未在接觸者名單中。案1於2011年12月出現咳嗽症狀，2012年1月胸部X光片
異常。依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中之可傳染期推算，校內接觸者需納入檢查[2]，
其中4名同班同學（案5至8）於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陸續通報。案9、案10
因症就醫後通報，但與案1不同系所，比對三案2010年至2012年課表、宿舍、
交通車名單及深度訪談，於2011年上學期教育服務課有交集，接觸時間約30
小時。
衛生局調閱此10名有流病關聯性個案之胸部X光影像，並由專家審查，發
現案1、案5、案6、案7於實習體檢胸部X光已出現異常，顯示在校期間已發病，
案8無法取得胸部X光影像佐證外，其餘案2、案3、案4、案9、案10於實習或
入學時之X光影像並無發現異常（表一）。
表一、2012–2014臺灣南部某校結核病聚集事件個案基本資料及檢驗結果
編 入學
號 日期

通報
日期

通報
原因

症狀
開始日

胸部 X 光
結果

初次痰
檢查結果

菌株基因
接觸史
型別比對

個案現況

1 2010/9 2012/7/20

因症
就醫

2011/12

異常
有空洞

+/+MTBC

相同

無 TB 接觸史

2013/4/15
完治

2 2010/9 2012/7/24

接觸者
異常
2012/7/21
檢查
無空洞

+/+MTBC

相同

案 1 實習場室友 2013/2/21
案 2、4 同班同學 完治

3 2010/9 2012/7/24

接觸者
無
檢查

−/−

無細菌學

案 1 實習場室友 2013/1/2
案 4、5 同班同學 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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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一)
編 入學
號 日期

通報
日期

通報
原因

症狀
開始日

胸部 X 光
結果

初次痰
菌株基因
接觸史
個案現況
檢查結果 型別比對
−/+NTM
異常無空洞，
案 1 實習場室友 2013/2/21
（胸水
相同
2012/9/6
肋膜積水
案 2、3 同班同學 完治
−/+MTBC）

4 2010/9 2012/9/10

因症
就醫

5 2010/9 2012/11/25

接觸者
無
檢查

異常
無空洞

−/+MTBC

相同

案 1、6、7、8
同班同學

2013/8/23
完治

6 2010/9 2012/12/28

接觸者
無
檢查

異常
無空洞

−/+MTBC

相同

案 1、5、7、8
同班同學

2013/8/9
完治

7 2010/9 2013/1/4

接觸者
2012/4
檢查

異常
無空洞

−/−

祖父
無細菌學 案 1、5、6、8
同班同學

2013/7/4
完治

8 2010/9 2013/3/1

接觸者
無
檢查

異常
無空洞

−/+MTBC

相同

案 1、5、6、7
同班同學

2013/9/4
完治

9 2010/9 2013/3/29

因症
就醫

2013/1

異常
有空洞

+/+MTBC

相同

案 1、10
服務教育課同學

2013/10/4
完治

10 2010/9 2013/3/12

因症
就醫

2013/2

異常
無空洞

+/+MTBC

相同

母親
案 1、10
服務教育課同學

2013/9/10
完治

2010 年

9 月案 1 至 10 入學，入學體檢胸部 X 光均為正常。

2011 年

12 月案 1 出現呼吸道症狀。
案 2 至 4 實習體檢胸部 X 光片均為正常。
1 月案 1 至 8 至校外實習。
案 1、5、6 實習體檢胸部 X 光片異常。
4 月案 7 出現呼吸道症狀，實習體檢胸部 X 光檢查異常。

2012 年

7 月案 1 被通報。
案 2 （呼吸道症狀）
、3 經接觸者檢查被通報。
9 月案 4 出現呼吸症狀就醫後被通報。
11 月案 5 接觸者檢查被通報，TST：+20mm。
案 7 TST：+18mm 開始 LTBI 治療，專家審查胸部 X 光片建議須
1 月案 7 完成胸部電腦斷層檢查及通報，停止 LTBI 治療。
案 8 外國實習返國，TST：+25mm；胸部 X 光片異常，送痰檢驗。

2013 年

案 9 出現咳嗽症狀。
案 10 兵役體檢 X 光片異常。
2 月案 10 出現呼吸道症狀。
3 月案 8 痰培養陽性通報。
圖二、2010–2013臺灣南部某校結核病聚集事件個案症狀及通報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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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評估
本事件涉及場所為實習場所宿舍（5樓寢室），具獨立空調。戶外服務課
無固定清潔及集合區域。案1教室分布在5棟大樓內，每星期7小時在獨立空調
及吊扇教室上課（雙側有窗戶）。每星期10小時在中央空調教室（地下室、
電腦教室）上課，有窗戶或氣窗但常密閉。各教室因空調使用而少空氣流通，
建議需改善空調設備並定期監測空氣品質。
三、接觸者調查
本事件中符合案1至案4於實習場所之接觸者共65名。案1至案10之校內
接觸者共236人。案1班級每星期二於地下室上課達4小時，故對接續上課班級
師生56人予以胸部X光檢查。在實習場所及校園內辦理6場衛生教育，衛生局
對於本事件所召開之專家會議對於疫情、環境及接觸者檢查等再給予評估與
建議。
防治作為與措施
一、專家會議
本事件共召開4次專家會議，摘要如下：
(一) 發現傳染源：比對2010至2012年校內人員通報資料。
(二) 接觸者追蹤：
未完成結核菌素皮膚測驗(tuberculin skin test, TST)或 LTBI 治療者，
每半年須接受胸部 X 光檢查。接受 LTBI 治療者，建議加入直接觀察潛
伏性結核感染治療(directly observed prevention therapy, DOPT)，完成治療
與測驗陰性者則每年進行胸部 X 光檢查。案 1、案 9、案 10 接觸時間約
30 小時，與前述接觸時間之師生列入擴大接觸者檢查（僅執行胸部 X 光
檢查）。
(三) 校園作業流程改善：
以校長為召集人設立專案小組，事件科系主管及公共衛生、護理、
醫管教師、衛生保健與環境安全組等為成員，執行各防治措施，如：教
職員、生體檢作業流程制定及體檢機構提供異常名單給校方追蹤等。另
設立 LTBI 單一窗口以提高完成治療率。
二、校園環境勘察
衛生單位先後聘請2位專家至校評估環境，建議教室常開窗增加空氣流
通；通風不佳或人員密集場所需定期消毒或以二氧化碳濃度監測空氣品質。
中央空調冷氣出口僅有單層濾網，可加裝滅菌紫外線燈及並定期清潔或增設
外循環機增加空氣流通。
三、接觸者檢查及LTBI治療
本事件校內接觸者 TST 執行率 99.5%（211 人中 1 人未驗）
，陽性率 44.5%
（94 人）；完成 LTBI 治療比例為 73.4%（69 人），全程進行 DOPT 之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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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59 人）
。胸部 X 光檢查執行率 100%（236 人）
；擴大接觸者胸部 X 光
檢查執行率 97.7%（698 人中完成 682 人，因休學、失聯、出國等未檢，經衛
生局函文未見完成）。未 TST、未 LTBI 治療共 21 人，追蹤 12、24 個月胸部
X 光完成率分別為 85.7%、19%；至 2016 年 12 月僅有 1 人被通報後排除。
討論與建議
一、加強結核病防治教育減少就醫延遲
臺灣每年有650例之15–24歲個案確診，疾管署分析2006至2009年間校園
聚集事件個案胸部X光空洞比例約30%。年輕患者因與其他呼吸道症狀混淆或
無病識感，造成延遲就醫與診斷，增加疾病散佈風險[5–6]。
案1症狀出現至通報已逾6個月。研究指出，聚集事件風險與指標個案痰
塗片陽性、延後就醫有關[7]。本事件凸顯校園結核病防治教育的重要性，除於
課堂推動結核病防治教育課程，使用結核病七分篩檢法須強調咳嗽、痰警訊。
二、健全校園空氣品質降低疾病傳播
學生在校時間長，室內空氣品質易影響健康。環境專家勘察發現，教室
因使用空調，普遍有空氣品質不佳問題。案1具有高傳染性，而同班同學TST
陽性率高達48.6%，高於臺灣以往結核病聚集事件研究中45%的陽性率[6]。事
後校方增設室外循環機、拓寬改善教室結構外，未檢測教室CO2濃度。衛生單
位應與校園建立單一窗口，掌握環境改善進度。2013年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公告場所，校方未列其中。建議校方於人員活動密集處設置CO2監測儀，
對通風不佳教室應於列管改善或定期CO2監測，以維持教室空氣品質。
三、加強接觸者追蹤、提升LTBI治療完成率
國內研究發現，校園聚集事件接觸者發病率達每十萬人口之685人，為15
至24歲非接觸者族群的33倍[6]。本事件接觸者因校外實習或輪班等因素，
平均於3.5個月完成檢查，較以往案例之離校接觸者檢查耗時3個月長[8]；
未完成LTBI治療者之第24個月胸部X光追蹤僅完成19%。公衛因疫調、衛教
技巧不足或個案隱瞞影響接觸者匡列及追蹤，個案管理單位應積極協調校方
及接觸者活動管理單位或工作單位協助追蹤外，詳實衛教可增加接觸者對
疾病之認知，有助提升日後檢查配合度，必要時仍須落實公權力，以完成
接觸者檢查。
接觸者經LTBI治療，約可降低96%的發病率[9]。本事件接觸者TST陽性
全程加入LTBI治療率為73.4%，高於他校聚集事件[10–11]。因年輕人自主性
高，在長達9個月的治療期間中，易有拒絕治療、都治等問題。本事件衛生單
位派員到校都治以提升治療意願，使全程加入都治至完成治療比例達71.1 %，
中斷治療者以拒絕、影響生活作息為主要因素。若有手機視訊之雲端都治
（2014年實施）來配合青少年作息，或使用速克服短程處方（2016年實施），
可能有助提升本事件LTBI治療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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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實體檢作業及體檢異常追蹤
事件校方僅對新進者體檢，但未定期辦理在學學生之體檢。本事件中4名
學生於實習體檢之胸部X光出現異常，但未被追蹤。建議學校可與實習場所研
議體檢措施，確保學生健康安全。事件後學校衛生主管機關函文校方，請其
提改善體檢及健康異常者管理措施外，亦函文轄內教育及勞工單位，加強督
導學生及工作人員健康管理。
校園聚集事件發生時，多僅由護理或衛生管理人員處理，於防治量能上
不充足。事件發生時，學校及衛生單位面臨個案、接觸者、家長、校園環境
及媒體等壓力，需要學校、公衛與醫療等單位相互協調合作下才能順利執行
各項防治作為。
結論
聚集事件發生後，須透過流行病學調查拼湊疫情原貌。回顧本事件個案發病
過程，案1班級同學實習體檢出現胸部X光異常，但未追蹤，若個案及學校對結核
病認知與及早追蹤，即可縮小疫情範圍。當發生結核病聚集事件，相關單位應整
合團隊資源，處理各項問題。平時落實教職員生健康監測與異常管理、掌握室內
空氣品質、強化衛生教育、加強接觸者溝通、檢查及LTBI治療，有助於校園結核
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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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 年第 37–38 週(2017/9/10–9/23)

DOI：10.6524/EB.20171003.33(19).003

疫情概要：
我國現處腸病毒流行期，以輕症疫情為主，社區持續有 EV71 病毒活動。
東南亞國家處登革熱流行季節；南部地區高溫有雨，境外移入及本土疫情風險
增加。
中國大陸遼寧省出現 H7N9 流感散發病例，9/19 提升旅遊疫情建議至警示
(Alert)；近期疫情趨緩，新增病例呈散發現象，參考往年流行趨勢，未來仍可
能出現病例。因應我國新增 1 例自菲律賓移入茲卡病例，9/19 提升菲律賓旅遊
疫情建議至警示，並依 WHO 公布資訊調整茲卡旅遊疫情建議。阿曼及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新增通報 MERS 病例，我國持續提高境外移入病例發生之警戒，並
提醒醫護人員落實院內感染管制措施。
一、腸病毒
(一) 國內疫情
1. 目前處流行期；近期腸病毒健保門急診就診人次整體呈上升趨勢，且
較去年同期為高。
2. 無新增腸病毒併發重症確定病例；今年累計 9 例(含 1 例死亡)，分別為
3 例克沙奇 A6 型、伊科 5 型及克沙奇 B3 型各 2 例、克沙奇 A2 型及
EVD68 型各 1 例；去年累計 33 例(含 1 例死亡)。
3. 新增 4 例腸病毒 71 型陽性個案；今年累計檢出 41 例。
4. 以輕症疫情為主，近期社區檢出以克沙奇 A 型病毒為多，持續有 EV71
病毒活動。

圖一、2016-2017 年腸病毒健保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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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二、登革熱
(一) 國內疫情
1.本土病例：無新增病例；今年迄 9/24 累計 3 例。
2.境外移入病例：新增 9 例。今年迄 9/24 累計 229 例(2 例死亡)，近一個
月移入病例感染國別以越南為多。

圖二、2016-2017 年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通報趨勢

(二)國際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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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類新型 A 型流感—H7N9 流感
(一) 中國大陸：第 37-38 週新增 1 例，個案為遼寧省鐵嶺市 54 歲男性，曾飼
養活禽，9/3 發病。
(二) 全球
1. 本季(2016 年 10/1)迄今累計 766 例；目前已公布 28 例人類感染 HPAI(高
病原性) H7N9 案例，分布於廣西、廣東、湖南、陝西及河北 5 省。
2. 全球自 2013 年迄今累計 1,564 例，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截至
2017 年 7/25 累計 605 例死亡；本季累計病例數為歷年最高且分布範圍
最廣，近期新增病例數呈零星散發，參考往年流行趨勢，未來仍可能
出現零星病例。
3. 因應中國大陸遼寧省近期病例再現，9/19 提升中國大陸遼寧省旅遊
疫情建議至警示。
(三) 國內疫情：今年累計 1 例 H7N9 流感病例，2/27 病逝。自 2013 年迄今
累計 5 例，均自中國大陸境外移入(3 例本國籍、2 例中國大陸籍)，其中
2 例死亡。
四、茲卡病毒感染症
(一) 國際疫情
1. 東南亞國家
(1) 新加坡：第 37-38 週無新增病例；今年截至第 38 週累計 63 例，無
群聚區；該國自 2016 年截至 2017 年 9/22 累計 519 例。
(2) 其他國家：2016 年迄今分別累計泰國 728 例、越南 232 例、菲律賓
57 例、馬來西亞 8 例。
2. 全球：WHO 8/30 公布 2015 年起累計 75 國家/屬地出現本土流行疫情
(1) 53 個國家/屬地自 2015 年後持續具本土流行疫情，包括新加坡、
越南、菲律賓旅遊疫情建議列為警示(Alert)。
(2) 22 個國家/屬地 2015 年前曾有疫情，目前無報告疫情，惟無證據顯
示當地已阻斷病毒流行，包括印尼、泰國、孟加拉、柬埔寨、寮國、
馬來西亞、印度、馬爾地夫等 8 個亞洲國，旅遊疫情建議列為注意
(Watch)。
(3) 31 國具茲卡相關之小頭症/先天性畸形個案。
(4) 23 國具 GBS 病例或發生率增加國家。
(5) 13 國出現性傳播本土病例。
(二) 國內疫情：新增 1 例境外移入確定病例，感染國家為菲律賓；今年累計
4 例，感染國家為越南 2 例、菲律賓及安哥拉各 1 例。2016 年迄今累計
17 例，均為境外移入，感染國家為泰國及越南各 4 例、馬來西亞 2 例，
印尼、新加坡、菲律賓、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美國(佛州邁阿
密)及安哥拉各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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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MERS-CoV)
(一) 中東地區
1. 沙烏地阿拉伯：第 37-38 週無新增病例，4 例先前通報個案死亡；該國
迄今累計 1,721 例，697 例死亡。
2. 阿曼：8/30 通報今年首例病例，為北部巴提奈區(Al Musanaa Batinah )
54 歲男性，8/9 發病，8/21 入院治療；危險因子調查中。
3.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8/23 通報 1 例艾因(Al Ain)78 歲男性，8/11 發病，
8/15 住院治療；無旅遊史及動物或確診病患接觸史，危險因子調查中。
(二) 全球：自 2012 年 9 月起迄今累計 2,081 例，722 例死亡，27 國家/屬地
出現疫情，80%個案主要集中於沙烏地阿拉伯。
(三) 國內疫情：自 2012 年起累計通報 18 例，均排除感染。
六、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疫情

新型 A 型
流感

國家/地區

中
國
大
陸

等級

廣東省、安徽省、湖南省、
江蘇省、福建省、河北省、
第二級
陝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
警示(Alert)
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貴州省、遼寧省

其他省市，不含港澳

旅行建議

發布日期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7/9/19

第一級
提醒遵守當地的
2017/9/19
注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登革熱

東南亞地區 9 個國家：
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第一級
提醒遵守當地的
菲律賓、寮國、越南、柬埔寨、
2016/8/16
注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緬甸
南亞地區 1 個國家：斯里蘭卡

麻疹

亞洲國家：中國大陸、印尼、印
度、泰國、哈薩克；非洲國家：
第一級
提醒遵守當地的
剛果民主共和國、獅子山、奈及
2017/4/5
注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利亞、幾內亞；
歐洲國家：義大利、羅馬尼亞

第二級
中東呼吸症 沙烏地阿拉伯
警示(Alert)
候群冠狀病
中東地區通報病例國家：
毒感染症
第一級
(MERS-CoV)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約旦、卡達、 注意(Watch)
伊朗、阿曼、科威特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奈及利亞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5/6/9

提醒遵守當地的
2015/9/30
一般預防措施

第一級
提醒遵守當地的
2015/12/1
注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粗體字：建議等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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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疫情焦點│
(續上頁表格)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茲卡病毒
感染

國家/地區

等級

亞洲 3 國、美洲 41 國/屬地、大洋 第二級
洲 6 國/屬地、非洲 3 國
警示(Alert)

旅行建議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發布日期

2017/9/19

亞洲 8 國、美洲 3 國、非洲 9 國、 第一級
提醒遵守當地的
2017/9/19
大洋洲 2 國
注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拉薩熱

奈及利亞

第一級
提醒遵守當地的
2017/2/14
注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黃熱病

巴西

第一級
提醒遵守當地的
2017/1/17
注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霍亂

葉門、索馬利亞

第一級
提醒遵守當地的
2017/8/15
注意(Watch) 一般預防措施

粗體字：建議等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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