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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潛伏結核感染篩檢與治療計畫

1

110年承作醫院說明會



各族群潛伏結核染(LTBI)發病風險
風險族群 估計族群人數 年齡層

估 計
潛伏感染比例

估計結核病發生率
（per 100,000）

資料來源

接觸者 >10萬人/年 全年齡層 16~18% 967 contacts’ first year of TB
incidence , 2005 ,

山地原鄉 23萬人 全年齡層 55.1% 119 external review報告、2011年
生策會報告

新住民 54萬人 全年齡層 31% 40.3~176.2
INT J TUBERC LUNG DIS
22(3):246–251
INT J TUBERC LUNG DIS 18
（8）:931–938

矯正機關 6.4萬人 全年齡層 25% 230
Thorax 2013;68:263–268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9；
Available online 11 June

愛滋感染者 3.1萬人 全年齡層 1.6%~10% 241
結核病診治指引（第六版）表
10-1我國各種結核病高風險族
群成年人之潛伏結核感染率暨
未進行治療之結核病病率及相
關指標

糖尿病 200多萬人 40歲以上 25.4% 99.9~150

洗腎 8.5萬人 50歲以上 26.6%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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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收容人發生結核病(TB)風險較高

• 1998-1999年監獄結核病流行病學調查，篩選51,496名收
容人，診斷107名收容人罹患結核病（每10萬人中有259
名）Chiang et al., J Formos Med Assoc 2002

• 2008年針對矯正機關進行潛伏結核感染篩檢，約有25%收
容人為潛伏結核感染之狀態 Chan P-C, et al., Thorax 2013

• 2015-2017年監測資料顯示，矯正機關平均每年約147名
收容人診斷為結核病（每10萬人中有235名）Chu J-C, et al.,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9

• 2017年發生矯正機關結核病聚集事件，二名TB個案為HIV
感染之物質濫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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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試辦機關執行成效

身分別 參加率
IGRA
陽性率

加入
治療率

完成
治療率

收容人
52%

(47%~66%)
13.5%

(9.9%~27.2%)
82%

(67%~100%)
80%

(68%~98%)

工作人員
42%

(22%~73%)
5.5%

(2%~8.3%)
91%

(67%~100%)
100%

超越計畫目標
潛伏結核感染者加入治療率目標值75%，完成治療率目標值70%



110年潛伏結核感染篩檢與治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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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找出感染者給予治療，避免發病
保護矯正機關內收容人與工作人員之健康

對象
1.不分刑期之收容人
不含被告、觀察勒戒、留置少年、借提等

2.有意願參加之工作人員

期程
預定於110年1月至110年12月



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
醫療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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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提供方式
•由矯正機關設置之特約醫療院所提供醫療服務。

•由單一特約醫療院所或院所團隊，以支援方式至矯正機關內提供門診醫療服務

照護對象
•收容對象

•收容對象依監獄行刑法等矯正法

規攜帶入監之子女得適用之

•矯正機關留校學生得適用之

•矯正機關工作人員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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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潛伏結核感染篩檢與治療計畫執行單位名單

矯正
機關

承作健保矯正機關醫療
服務計畫醫院

衛生局
本署分區
管制中心

基隆
監獄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基隆市

臺北區
宜蘭
監獄

羅東聖母醫院 宜蘭縣

金門
監獄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金門縣

桃園
監獄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桃園市

北區
新竹
監獄

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新竹分院

新竹市

台中
女子
監獄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

中區

彰化
監獄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彰化縣

矯正
機關

承作健保矯正機關醫療
服務計畫醫院

衛生局
本署分區
管制中心

嘉義
監獄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嘉義縣

南區
台南
監獄

柳營奇美醫院 臺南市

高雄
監獄

國軍高雄總醫院

高雄市

高屏區

高雄
第二
監獄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高雄
女子
監獄

國軍高雄總醫院

屏東
監獄 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縣

花蓮
監獄 國軍花蓮總醫院 花蓮縣 東區



工作流程

辦理衛生教育說明會議

確認計畫對象治療意願

安排願意接受治療者進行

LTBI抽血檢驗

IGRA陽性者進行CXR檢查

排除結核病發病狀態

執行LTBI治療評估作業

啟動LTBI治療及個案管理

加入都治(DOPT)計畫目視服藥

執行單位

衛生局/矯正機關

矯正機關

矯正機關/承作醫院或衛生局

矯正機關/承作醫院或衛生局

矯正機關/承作醫院

矯正機關/承作醫院

矯正機關/承作醫院或衛生局

入監
執行
團體
篩檢
作業

執 行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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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對象費用補助

收容人：免掛號費及
部分負擔

工作人員：免部分負擔
(持轉介單/LTBI就診手冊)

收容人：免費
工作人員：免部分負擔
(持轉介單/LTBI就診手冊)

收容人：免費
工作人員：免費

IGRA抽血檢驗 胸部X光檢查 門診評估治療



各階段執行程序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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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 醫院可選擇之承作項目及費用核算依據

選擇執行方式 項目名稱 疾管署行政契約給付金額 核算依據(追管系統紀錄)

可 選
(依與衛生局之分工)

結核病接觸者檢查
衛教諮詢及抽血

100元/人 完成LTBI收容人採血及建檔
作業(可批次上傳)

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
IGRA檢驗

（不含試劑費）
300元/人 完成LTBI收容人IGRA檢查結

果維護

胸腔X光檢查
（包括各種角度部位

之胸腔檢查）
200元/人 完成LTBI收容人CXR檢查結

果維護(可批次上傳)

必 選

潛伏結核感染治療
衛教諮詢

100元/人 直接健保申報
(CDC委託健保署代收代付)

矯正機關門診掛號費
(含副作用處置)

100-120元/人次 LTBI收容人之就醫照護日誌
筆數(需維護副作用就診紀錄)

管理照護費
完成療程1,500元/人

未完成治療按照護階段給付

LTBI收容人管理主畫面LTBI 
治療日期、停藥日、銷案原
因等管理欄位完整

可 選
(依與衛生局之分工)

直接觀察預防性治療
(DOPT)

150元/人次送藥 LTBI收容人都治日誌筆數
(可批次上傳)

備註:健保代收代付費用申報代碼
• LTBI治療：主診斷碼R76.11-R76.12；申報E4005C（潛伏結核感染治療衛教諮詢100點）；案件分類C4
•免部分負擔：「部分負擔代碼」填005，部分負擔金額」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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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 醫院可選擇之承作項目及費用核算依據

管理照護費-未完成治療者按照護階段給付

階
段

說明
各LTBI處方服藥天數(次/天)

支付金額(元)
3HP(次) 3HR(天) 4R(天) 9H(天)

I
衛教LTBI陽性者接
受治療且加入都治

1~3 1~29 1~39 1~89 400

Ⅱ
個案接受LTBI治療
達1/3療程

4~7 30~59 40~70 90~179 400

Ⅲ
個案接受LTBI治療
達2/3療程

8~11 60~89 80~119 180~269 400

Ⅳ
個案完成完整LTBI
療程

12 90 120 270 300

總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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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 醫院建立執行團隊

• 確認欲執行項目，並建立執行團隊

胸腔科/感染科醫師、醫檢師、放射師、診間護理
人員、藥師、費用申報人員…

工作團隊

確認具備IGRA採檢及檢驗能力檢驗部門 >>> 亦可委託實驗室代檢

IGRA檢驗合約實驗室

 萬芳醫院醫學檢驗科分枝桿菌實驗室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病原實驗室
 部立桃園醫院微生物室
 彰化基督教醫院實驗室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肺結核暨分子生物實驗室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花蓮慈濟結核菌實驗室
 義大醫院醫學檢驗部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建議篩檢與治療評估作業執行時程

LTBI篩檢
IGRA抽血

LTBI治療
評估

開立LTBI
第1個月處方

計畫對象衛
教說明會

掌握IGRA +
LTBI個案清單

CDC與醫院簽訂行政契約

依實際參加人數
安排作業時程

7-14天
21天 7天

CXR檢查後1個月內進入LTBI療程

依實際參加人數
安排作業時程

IGRA +
進行CXR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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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 辦理衛教說明會執行重點

矯正機關協助安排執行衛教說明會議之方式，由衛生局及健
保承作醫院入監衛教

• 提供計畫對象進行LTBI之團體衛教 (收容人及工作人員分開辦理)

• 衛教內容需包含：機關執行LTBI篩檢與治療重要性、執行方式、

期程與所需費用、報名方式等

• 採自願性尊重個人

• 衛教說明會議結束，由矯正機關協助蒐集參加人員名單，安排團

體篩檢作業程序

確認參加收容人名單後，衛生局於追管系統進勾稽比對，已接受過結核病或潛
伏結核感染治療或接觸過多重抗藥性結核病患者，不進行LTBI篩檢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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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 LTBI篩檢執行重點

矯正機關協助安排IGRA採血時間與場地

於矯正機關指定場所，提供計畫對象抽血作業

• 向機關轄區衛生局申請撥發公費IGRA試劑(含採血管)

• 於14個日曆天發出檢驗報告

丙型干擾素釋放試驗(IGRA)檢驗

>>> 可委託實驗室代檢

>>> 檢驗結果可採系統自動介接或提供紙本報告

>>> 為確保血清檢體品質，建議於7天內完成檢驗為佳

★執行IGRA檢驗單位提供陽性收容人名單予矯正機關及衛生局
★ LTBI收容人IGRA檢查結果須上傳TB追管系統



• IGRA結果為陽性或不確定(mitogen-nil<0.5)之收容人，執行CXR
檢查以確認排除結核病

• 檢查日後14個日曆天內，檢查單位查結果及影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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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 LTBI篩檢執行重點

矯正機關協助安排胸部X光檢查 (CXR) 檢查時間與場地

收容人以團檢方式執行；工作人員持轉介單至醫院檢查及治療

>>>陰性者暫不需進行CXR及LTBI治療
>>>檢驗結果為不確定者，不需再次進行IGRA

>>>X光檢查報告提供矯正機關(及承作醫院/衛生局)
>>>影像檔提供承作醫院，俾便臨床醫師進行治療前評估作業

★ LTBI收容人CXR檢查結果須上傳TB追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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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 LTBI治療評估作業執行重點

矯正機關協助安排IGRA陽性者監內門診進行治療評估作業

• IGRA陽性收容人於監所指定門診就醫進行LTBI治療前評估

• CXR檢查結果疑似結核病者，請機關轉介就醫評估是否罹患結核病

• 醫院確認最後加入LTBI治療之收容人名冊

• 如收容人經評估建議應接受治療但拒絕接受者

>>>進行CXR判讀，以排除活動性結核病
>>>執行抽血檢驗基本生化等前置評估

>>>視矯正機關需求簽署放棄聲明書(CDC提供範本)

>>>由矯正機關造冊加強症狀評估及每年CXR檢查追蹤，並納入移監交班事項

若醫院執行IGRA抽血篩檢，需提供檢驗數值予醫師LTBI診療評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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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潛伏結核感染治療前評估/用藥治療聲明書

上聯 下聯同學基本資料及放棄項目 IGRA+未治療注意事項

CDC提供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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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 LTBI治療作業執行重點

IGRA陽性收容人於監所門診，以健保就醫方式接受治療

•比照現行結核病個案接觸者於醫療院所門診提供LTBI治療
方式，於監內門診就醫及領藥

•確認接受治療人數，承作醫院評估是否需加開診次

•承作醫院之LTBI合作醫師提供診療及開立3HP、3HR、4R
或9H處方並提供治療藥物

•收容人可減免掛號費及免部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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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 LTBI個案DOPT 執行重點

接受LTBI治療之收容人需加入直接觀察預防性治療計畫

• 衛生局將進行抽血之計畫對象名冊，批次上傳至結核病追蹤管理系
統建檔

• 醫療院所(或衛生局)指派專人入監執行都治計畫相關事宜，包含：
回收藥物進行處方確認及分裝，並入監親眼目視收容人服藥，及執
行副作用評估並完成TB追管系統紀錄

• 所有種類之用藥處方皆需執行DOPT

• 矯正機關依內部作業方式，安排收容人執行都治服藥



都治(DOPT)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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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案第1次拿到藥物時，請個案簽署都治同意書，並確認個案治療
處方與藥物。

與矯正機關協商，採集合方式至指定處所執行都治服藥。

看著個案正確依照醫師處方的藥物種類、劑量，確實服下；一定要看
著病人吞下藥物。

於本署TB系統記錄個案每次服藥情形。

嚴密注意是否產生藥物副作用，並立即通知醫師協助處理；個案若伴
有噁心症狀，可安排於飯後服藥。

隨時鼓勵個案持續規則服藥。

個案只要發生1次拒絕服藥或未經觀察服藥，應立即了解問題所在，
並協助解決。

提醒個案依照醫囑回診並接受肝功能等追蹤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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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 LTBI個案管理執行重點

請承作醫院進行LTBI收容人個案管理及副作用監測與處置

• 個案服藥前需妥善衛教副作用相關注意事項

• 治療前及治療過程中需監測肝功能(ALT、total bilirubin)

• 需要定期確認病人服藥副作用並適時處置，以利完治

• 與藥物相關的肝炎發生比例，3HP較9H低

• 治療期間每月回診，如需處理副作用，則另安排回診

• 完成追管系統LTBI開案、就醫日誌(都治日誌)及結案作業

• 針對移/出監收容人，通知機關所在地衛生單位單一窗口辦理轉銜
作業



一般處理原則：

• 衛教病人，服藥後多補充水份避免脫水，若用藥後2小
時內不舒服，改變姿勢要緩慢，避免低血壓致暈倒/跌
倒之傷害發生

• 如遇病人反應不適狀況，請護理人員先行測量血壓，
確定是否因過敏反應（hypersensitive）造成低血壓

症狀 建議處理原則

類流感症狀：發燒、全身痠痛
等

1. Acetaminophen/NSAID與3HP處方一起服用
2. 減少勞務以緩解痠痛不適
3. 調整服藥時間於勞務後，以避免因類流感症狀造成之

不適，影響日常工作

噁心嘔吐腹痛 以藥物症狀治療

胸痛
1. 以藥物症狀治療
2. 建議可戒護外醫釐清是否為heart break syndrome而

非AMI(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過敏反應：血管神經性水腫、
休克、喘、胸悶、暈倒等

停藥、輸液支持生命徵象並戒護外醫

潛伏結核感染治療
3HP(速克伏)處方

常見副作用處理原則

上述症狀發生時，臨床視需要鑑別是否為其他醫療因素造成（如：藥物交互作用）



行政契約簽訂及撥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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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簽訂及撥款方式

• 醫院與衛生局協商確認工作分工

• 於109年12月31日前函送本署用印後之契約書簽訂契約

• 於合約簽訂後20個日曆天，醫院函送本署領據，本署撥

付契約經費50%。第1期款

• 醫院於契約經費實際執行達50%，始得請領第二期款，至遲須於110年8

月31日前來函請領第2期款。

• 於110年12月25日前以公文檢附執行成果報告（一式2份含電子檔）、完

成篩檢、接受評估與治療者名單及費用使用情形，並連同領據及收支明細

表正本（一式2份）函送本署。若執行成效未達預期致經費尚有剩餘，應

於繳交執行成果報告時一併繳回。

第2期款

核實支付項目費用，以醫院提供之實際執行
人數，由本署與結核病追蹤管理系統資料比
對後核算，俟無需解決事項後撥付相關費用



常見問答(F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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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110年計畫對象為不分刑期之收容人，但考量衛生局或醫

院量能，衛生局是否可以自行決定以半年或1年刑期以上之收

容人才納入為明年之計畫執行對象?
Q1

• 110年計畫原則上係以不分刑期之收容人為主，惟考量110年

為衛生局、健保承作醫院及矯正機關三方初次合作，負荷量

能及運作默契尚待磨合，且尚有公費結核病藥品 (如

Rifapentine供給)可能受國際疫情影響具不確定性及都治與

監所戒護人力等因素考量，鑒於110年計畫交由各縣市衛生

局統籌計畫執行，爰衛生局可以於三方工作協調會議時充分

溝通，以達共識，確定納入計畫執行對象之條件。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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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管制署是否可以提供衛教說明會統一格式的宣導內

容?Q2

• 本署已製作110年矯正機關潛伏結核感染衛教說明會參

考簡報及宣導影片，該影片僅介紹矯正機關內結核病風

險、潛伏結核感染基本知識及篩檢與治療執行流程，惟

實際篩檢及治療規劃日程或程序，及說明會後討論問答

仍請各縣市衛生局協助於現場說明。

A2



30

• 若110年參與計畫之對象接受治療，使用9H處方，若無法於

110年底前完治，是否有經費支應至111年?Q3

• 110年計畫本署及各縣市衛生局皆已提前於109年辦理三方

工作會議，以達成共識，若安排抽血篩檢、檢驗及X光檢查

在110年第1季完成，即使使用9H處方，亦可於110年底前

完成療程，另潛伏結核感染治療處方除9H之外，尚有3HP、

3HR及4R等短程處方選擇，請將處方選擇性納入計畫時程

規劃，盡可能於110年度內完成治療，倘仍有須至111年完

成治療者，本署另行專案處理。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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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110年監內收容人實際有意願參與計畫者，高於醫院原

提送計畫時預估人數及經費，是否可再申請經費或提送

計畫變更?
Q4

• 若實際計畫執行情形超出原提計畫人數及經費，請儘早

來函本署，且不晚於110年8月31日前，辦理契約變更事

宜。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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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接受治療之收容人，因副作用至監外門診就醫或住院，如何免

部分負擔?Q5

• 收容人至監外門診就醫，請主動提醒就診醫院，收容人為接受

潛伏結核感染治療之個案因副作用就醫，醫院須於醫療費用申

報時，登打主診斷碼為R76.11-R76.12，「部分負擔代碼」填

載免部分負擔代碼「005」，部分負擔金額請填0，則可免部分

負擔。另，掛號費部分，請提供就醫收據予本署，由本署另行

簽辦補助予收容人。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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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獄內HIV感染者，費用申請處理原則?Q6

A6

監獄內HIV感染者診療服務之HIV指定醫院

同本案承作醫院

擇一計畫申報

非本案承作醫院

HIV指定醫院「有」
申請本署110年HIV
感染者LTBI專案計畫

HIV指定醫院「未」
申請本署110年HIV
感染者LTBI專案計畫

請衛生局與健保承作醫院及
HIV專案醫院協調，HIV感染
者之潛伏結核感染篩檢及治療
作業由哪一家醫院承作及費用
由哪一個專案計畫申報。

HIV感染者之潛伏結核
感染篩檢及治療作業
併一般收容人統一由
承作醫院承作及申報
費用。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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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消除結核
保護人員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