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報導 696 2008 年 9 月 25 日 

 

臺北市 2004-2006 年安養照護機構結核病發生率之探討 

蔡宜真 1、潘翠瓊 2、顏慕庸 3、江大雄 4 

1.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社區醫療部 

2.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疾病管制院區 

3.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 

4.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應用流行病學專業人員訓練班 

摘要 

針對 2004-2006 年臺北市安養機構結核病通報個案逐一調查，以選出符

合結核病確診病例定義者為研究對象。再以自擬式半結構問卷，調查個案相

關狀況。問卷資料以 EPI-INFO 3.3 版輸入，確認和除錯後建檔。而後再依個

案背景和人口學特性來分析其罹患結核病之頻率與百分比。 

2004-2006 年間，臺北市各安養照護機構結核病通報個案共 295 人，確

診者 212 人。平均之年發生率為 0.81%(810 人/10 萬人口)，為臺北市的 3 年

平均之年發生率 52.11 人/10 萬人口的 15.5 倍。有結核病病史者 26 人，

12.26%，顯見近 8 個結核病病患中就有 1 個是舊案。 

安養照護機構的結核病年平均發生率為臺北市年平均發生率的 15.5

倍，為臺北市 65 歲以上老人年發生率的 3.7 倍。突顯出此族群結核病防治的

重要性與迫切性。其中因無症狀接受例行性或接觸者檢查而發現結核病的有

81 位，占 38.2%。顯示對安養照護機構的院民，應嚴格實施定期胸部 X 檢查。

對於曾經完治或中斷治療的結核病病患，也應定期追蹤，以及早診斷結核病

的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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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歷經數十年對結核病的有效防治，臺北市自西元 1995 年起結核病已退

出十大死因，防治成果有目共睹。然而社會的快速變遷、人口的快速老化，

加上開放觀光、引進外籍勞工、外籍配偶增加、國際往來頻繁、愛滋病併發

結核病病例數急遽增加等因素影響，臺北市以至整個臺灣地區又面臨結核病

防治的高度挑戰。依據行政院衛生署之統計資料顯示：2003 年通報之結核病

個案計 22,362 人，經確診為結核病新案者有 15,042 人，結核病發生率為每

十萬人口 66.67 人〔1〕。新發生個案中有 1,336 人(8.88%)發生在臺北市，高

居國內新病人數最多縣市的第二位。相較於國外，臺北市結核病 2003 年的

發生率為每十萬人口 50.71 人，是美國的 9.94 倍(50.71/5.1)、日本的 2.05 倍

(50.71/24.8)。降低結核病發生率，顯然是臺北市結核病防治的重點工作。 

臺北市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大都會區，人口老化。2005 年臺北市之總人口

數為 2,616,375 人，而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數 295,301 人，比率高達 11.29 

%，遠超越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所界定之高齡化社會(7.0%)。由於人

口的老化，衍生許多慢性疾病，而慢性病(包括糖尿病、慢性肝病、塵肺症、

癌症等) 病患的結核病侵襲率遠比一般民眾高。更重要的是結核病在這些免

疫力缺乏的病患身上常出現不典型的臨床表現，因而容易造成診斷上的延

遲，導致疾病預後不良，也因此錯失防治的最佳時機。 

由於社會的變遷，許多罹患慢性疾病或乏人照顧的老年人，最後的安身

處所就是安養照護機構。安養機構是以安養自費老人或留養無扶養義務之親

屬或扶養義務之親屬無扶養能力之老人為目的。臺北市社會局目前登記立案

的安養照護機構共 182 家(2006 年 12 月底的資料)。而結核病是藉由空氣傳染

的傳染病，當機構內有一個活動性結核病發生時，疾病就會在院民的密切接

觸下，引發群聚感染。這是安養照護機構一個嚴重的問題〔2〕。安養照護機

構的院民因年齡老化，使免疫力日趨不足，加上營養不良、封閉的環境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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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的接觸，提供結核病感染的一個理想環境。美國在 1987 年時，雖然老人

人口數僅占 12.0%，27.0%的結核病新個案發生在 65 歲(含 65 歲)以上老人。

而 1984-1985 在照護機構的住民，結核病的發生率估計為 39.2 個案/每 10 萬

人，明顯高於社區老人的發生率 21.5 個案/每 10 萬人〔3〕。 

國內安養照護機構發生結核病群聚事件，時有報導。以 2006 年上半年

為例，一至二月間，臺北市某啟能中心發生疑似結核病群聚感染事件，先後

有六位個案被通報。四月間，彰化縣某養護中心發生疑似聚集案，有五位個

案被通報。六月間，臺南縣某仁愛之家發生疑似聚集案，有六位個案被通報。

國外也曾報導護理之家發生結核病群聚事件〔4〕。另外在美國阿肯色州，也

曾因護理之家的一位院民罹患結核病，因未被即時確診，導致死亡，且將疾

病傳播至另一護理之家、地區醫院及社區〔5〕。根據美國的統計，安養照護

機構老人結核病發生率為每 10 萬人口 39.2 人，幾乎是一般民眾的 4 倍〔6〕。

由此，顯見安養機構結核病的防治是不容忽視的。 

1953 年，美國新結核病個案，65 歲以上(含 65 歲)老人占 13.8%，1979

年則上升到 28.6%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比例僅由 8.7%上升到 11.2%)〔7〕。由

於全身健康狀況及社會心理方面的老化，長期伴隨的慢性疾病、臨床症狀的

不典型以及照顧者的疏忽，常導致診斷的困難與延遲。因此，老年人縱使未

出現典型的臨床放射學上的表徵，也務必要考慮到結核病〔8〕。 

根據主計處老人健康狀況調查結果，65 歲以上老人，有 56.0%健康狀況

欠佳，其中每 10 位就有 1 位無法自行照料，需要長期照護。需要長期照護

者，約有 10%的人就會被安置於安養照護機構〔9〕。擁擠的居住環境有助於

感染飛沫核的傳播。因此，針對此類人口密集機構，儘早規劃結核病及其他

傳染病防治是迫切需要的。另研究報告顯示，和一個開放性(傳染性)肺結核

病人親密接觸的家人，大約有 30%的機率會受到感染。初感染之後，一般人

終其一生，體內結核菌再度活化(reactivation)而發病的機率約為 5-10%。其中

約有一半是在感染後的前五年發病，而以第一年的危險性最大〔10〕。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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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國阿肯色州護理之家新入院病患和老病患(入院超過 1 個月，平均 30

個月)，結果發現 12,196 位新入院病患中有 12.0%結核菌素檢測為陰性者。院

內若發現結核病確診個案時，這些陰性者每年有 5.0%的陽轉率，若未發現結

核病確診個案者，則每年陽轉率為 3.5%〔11〕。為避免安養照護機構院民有

可能因活動性結核病病例之存在而引發結核病之群聚事件，而有必要瞭解臺

北市安養機構結核病之發生情形。 

材料與方法 

研究對象 

以 2004-2006 年臺北市安養照護機構結核病通報個案為研究對象。所有

通報個案皆由個案管理師一一進行調查，再由調查個案中挑選出符合結核病

確診病例定義者作為研究對象。 

研究期間 

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止。 

問卷調查 

以自擬之半結構問卷做為研究工具，收集研究個案包括人口學資料、發

病狀況、過去相關疾病、危險因子等資料。 

資料處理與分析 

收集到的問卷資料以 EPI-INFO 3.3 版輸入資料，確認、除錯後建檔。依

個案背景之不同，以類比變項分析其罹病之頻率、百分比與危險比(Odds 

Radio)等，依據人口學特性，分析個案間之差異性。 

本文中計算之安養照護機構之院民數是以 2004-2006 年，年底實際居住

人數為主，年齡大多數是年滿 65 歲以上老人，極少數未滿 65 歲。另外護理

之家、康復之家及呼吸照護中心人數不是實際居住人數，而是以登記床數為

主(估計平均佔床率約為 70-80%)，沒有年齡限制。 

此外，有關臺北市 2004-2006 年 65 歲以上老人人口數，是各該年的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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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結核病通報標準【依據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的結核病防治手冊】 

一、細菌學確診之病人及其他確診之病人皆應通報。 

二、細菌學確診之病人即使確診前死亡而未接受抗結核藥物治療亦應通報。 

三、所有接受抗結核藥物治療之結核病人皆應通報。 

四、實驗室應通報所有耐酸性染色陽性及結核菌培養陽性之病人。 

結核病確定個案定義 

一、實驗室診斷條件： 

(一)檢體(如痰、肋膜液、組織切片等檢體) 結核菌培養陽性，或 

(二)檢體(如痰、肋膜液、組織切片等檢體)塗片抗酸菌染色檢查陽性，或 

(三)組織切片顯示典型病理報告。 

二、臨床診斷條件：病患長期咳嗽、體重減輕、發燒等症狀或胸部 X 光顯示

疑似結核病灶，經抗結核藥物治療後， 

(一)胸部 X 光進步；或 

(二)臨床症狀改善。 

三、符合上述診斷條件之一，為結核病確定個案。 

重開案個案定義 

曾有結核病病史經治療結案，再次被通報者。 

結果 

臺北市 2004-2006 年期間，各安養機構(含立案之安養院、康復之家、護

理之家及呼吸照護中心)年度院民數分別為 7,308 人、7,784 人、7,888 人(表一

-二)。各年度符合結核病通報定義者分別為 94 人、82 人、119 人，合計 295

人。這些通報結核病病例之男女比例為 197: 98，男性為女性的 2 倍。年齡介

於 19-94 歲之間，其中 65-69 歲者 18 人(占 6.1%)、70-79 歲者 80 人(占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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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歲(含)以上者 161 人(占 54.6%)。以居住場所來區分，居住於安養院者有

223 人(占 75.6%)、護理之家有 19 人(占 6.4%)、康復之家有 8 人(占 2.7%)、

呼吸照護中心有 45 人(占 15.3%)。 
表一、2004-2006 年臺北市養護機構家數、人數及住宿人數 

年分 機構名稱 家數 可容人數 實際進住人數 

2004 長期照護機構 2 40 36 
(男 23，女 13) 

 養護機構 196 5,546 4,115 
(男 2,105，女 2,010) 

 安養機構 5 1,914 1,324 
(男 834，女 490) 

 老人公寓 1 123 87 
(男 39，女 48) 

2005 長期照護機構 3 59 50 
(男 37，女 13) 

 養護機構 188 5,545 4286 
(男 2,138，女 2,148) 

 安養機構 5 1,904 1,175 
(男 733，女 442) 

 老人公寓 1 123 79 
(男 37，女 42) 

2006 長期照護機構 3 71 58 
(男 37，女 21) 

 
 養護機構 172 5,466 4,286 

(男 2,138，女 2,148) 
 
 安養機構 5 1,904 1,116 

(男 683，女 433) 

 老人公寓 2 189 128 
(男 49，女 79) 

表二、2004-2006 年臺北市護理之家、康復之家、呼吸照護中心家數及床數 
年 度 護理之家數（床數） 康復之家數（床數） 呼吸照護家數（床數） 
2004 14（746） 28（573） 11（427） 
2005 15（850） 41（917） 11（427） 
2006 15（887） 43（986） 11（427） 

在 295 位結核病通報個案中，經複診符合確診結核個案定義者 212 人，

其中 2004 年 69 人(重開案 12 人，新案 57 人)，年發生率為 0.78% (57 人/7,308

人)；2005 年 63 人(重開案 7 人，新案 56 人)，年發生率為 0.72% (56 人/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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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6 年 80 人(重開案 7 人，新案 73 人)，年發生率為 0.93% (73 人/7,888

人)。3 年平均之年發生率為 0.81%，相當於 810 人/10 萬人口，為臺北市的 3

年平均之年發生率 52.11 人/10 萬人口(2004 年 54.67 人/10 萬人口，2005 年

52.91 人/10 萬人口，2006 年 48.74 人/10 萬人口)的 15.5 倍。為臺北市 65 歲

以上老人 3 年平均之年發生率 220 人/10 萬人口(2004 年年發生率 697 人

/286,474 人，2005 年年發生率 699 人/295,301 人，2006 年年發生率 577 人

/306,433 人)的 3.7 倍。同期間，2004 年社區一般民眾篩檢數為 38,199 人，通

報人數 7 人，罹患率 0.02%。2005 年篩檢數為 12,571 人，通報人數 5 人，罹

患率 0.04%。2006 年篩檢數為 16,566 人，通報人數 9 人，罹患率 0.05%(表

三)。3 年平均之篩檢罹患率為 0.04%。安養機構 3 年平均之年發生率明顯高

於臺北市社區一般民眾 X 光篩檢之 3 年平均罹患率(約 20.25 倍)。 
表三、2002-2006 年辦理安養院及社區民眾胸部 X 光檢查結果 
2002-2006 年辦理安養院胸部 X 光檢查 

年度 場次 檢查人數 通報人數 百分比% 
2002 84 2573 4 0.16 
2003 98 2628 23 0.88 
2004 96 2106 2 0.09 
2005 70 1293 1 0.08 
2006 178 1334 1 0.075 

 
2003-2006 年辦理社區民眾胸部 X 光檢查 

年度 場次 檢查人數 通報人數 百分比% 
2003 344 35256 4 0.01 
2004 324 38199 7 0.02 
2005 113 12571 5 0.04 
2006 161 16566 9 0.05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提供 

確診病例之男女比例為 142:70，男性是女性的 2 倍。年齡介於 19-94 歲

之間，平均年齡為 78 歲。其中 64 歲(含)以下者 25 人(占 11.80%)、65-69 歲

者 11 人(占 5.19%)、70-79 歲者 55 人(占 25.94%)、80 歲(含)以上者 121 人(占

57.07%)。以居住場所來區分，居住於安養院者有 168 人(占 79.2%)、護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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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 15 人(占 7.1%)、康復之家有 5 人(占 2.4%)、呼吸照護中心有 24 人(占

11.3%)。確診病例中，出現症狀者有 131 人。有 2 種(含)以上症狀者有 28 人，

占 13.2%。他們的症狀以發燒加咳嗽(11 人)，咳嗽加咳痰(14 人)居多。曾因

症狀就醫住院者 61 人，占 28.8%。只有單一症狀者中，以發燒 41 人(19.3%)、

咳嗽 28 人(13.2%)、咳痰 19 人(9.0%)及其他 12 人(5.7%)居多。因例行性檢查

被發現者有 81 人，占 38.2%(表四)。 
表四、安養照護機構院民結核病確診個案臨床症狀 (N=212) 

臨床症狀 人數 百分比% 
無症狀者(例行檢查) 
因症狀就醫住院 
發燒 
咳嗽 
咳痰 
其他 
疲倦 
胃口不佳 
體重減輕 
咳血 
午後發熱 
夜間盜汗 

81 
61 
41 
28 
19 
12 
 5 
 5 
 3 
 2 
 2 
 1 

38.2 
28.8 
19.3 
13.2 
 9.0 
 5.7 
 2.4 
 2.4 
 1.4 
 0.9 
 0.9 
 0.5 

確診病例中，有胸部 X 光檢查者 199 人，占 93.9%。結果正常者 7 人、

肺部異常者 165 人、肺外結核者 17 人、肺部異常與肺外結核者 10 人。有痰

塗片檢查者 211 人，占 99.5%；塗片陽性者 118 人，占 55.9%。有痰培養者

174 人，占 82.1%。培養陽性者 114 人，占 65.5%。診斷依據細菌檢查者 152

人(71.7%)、病理檢查者 6 人(2.8%)、臨床檢查者 53 人(25.0%)及其他 1 人

(0.5%)。 

治療情況方面，4 人未接受治療，40 人接受治療中，75 人完治。死亡者

95 人，因結核病死亡 15 人，非結核病死亡 80 人，其中 2 人未治療即死亡。

參與「都治」者 187 人，占 88.2%，未參與「都治」者 25 人，占 11.8%。212

名病例中僅 2 人有多重抗藥性，2 者皆無結核病病史。 

潛在性疾病方面，除其他(含良性腫瘤、白血病、腦部受傷、失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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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症、唐氏症等 74 人，34.9%)及個案病史不詳者(39 人，18.4%)共占 53.3%

外，仍以高血壓(48 人，22.6%)、糖尿病(33 人，15.6%)、中風(15 人，7.1%)、

氣喘(11 人，5.2%)及其他呼吸道疾病(11 人，5.2%)居多。其次為心臟病(9 人，

4.2%)、腎臟病(5 人，2.4%)及癌症 (4 人，1.9%)。其中無病者 4 人，1.9%、

有 2 種(含 2 種)以上疾病者 50 人，占 23.6 %。顯見年長者，有 2 種(含 2 種)

以上慢性疾病者幾乎占四分之一。有卡介苗疤痕者僅 5 人(2.4%)，無疤痕者

207 人(97.6%)。 

有結核病病史者 26 人(2004 年 12 人、2005 年 7 人、2006 年 7 人)，占

12.3%。曾治療者 7 人(26.9%)，完成治療者 14 人(53.9%)，未治療或不清楚

是否曾治療者 5 人(19.2%)。 

討論 

本研究發現，臺北市安養照護機構的院民，結核病的 3 年平均年發生率

估計約為 810 個案/每 10 萬人，為臺北市的 3 年平均年發生率（52.11 人/10

萬人口）的 15.5 倍，為臺北市 65 歲以上老人 3 年平均之年發生率(220 人/10

萬人口)的 3.7 倍。而 65 歲（含 65 歲）以上的病例有 187 人，占 88.20%，顯

見結核病的發生率有隨年齡的增加而明顯上升的趨勢。由資料的收集也顯示

結核病仍舊是照護機構院民實際的健康問題，惟有嚴謹預防及監視才能降低

其發生率〔12〕。 

院民中，有結核病病史者 26 人，占 12.3%，顯示近 8 個結核病個案中就

有 1 個是舊案。由於安養照護機構，人口密集，接觸頻繁，因此有更高的危

險性感染到結核病及使潛伏性結核病再活化〔13〕。因此，對於曾經完治或

中斷治療的結核病病患，應加強定期追蹤，以及早期診斷結核病的復發。有

卡介苗疤痕者僅 5 人(2.4%)，無疤痕者 207 人(97.6%)。因為自西元 1947 年

起，臺灣地區才開始接種卡介苗，初期僅小規模接種，1951 年起才大規模接

種，在這之前出生者皆未接種。對於這些安養照護機構的年長院民，是否可

考慮結核菌素檢測，以提升診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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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值得重視的是：因例行性檢查而發現結核病的，在安養照

護機構有 81 位，占 38.2%，比率相當高。因此，對安養照護機構的院民，應

嚴格實施定期胸部 X 光檢查，對診斷結果異常個案務必追蹤至完成複查及治

療為止，以避免機構內群聚感染事件發生。結核病在這些年長者可以任何狀

況呈現，縱使臨床與胸部 X 光的表徵可能不典型，仍應考慮到結核病。此外，

體重減輕、虛弱及咳嗽可能常被歸因於老化。因此，工作人員及照顧者應加

強結核病防治教育訓練，以便密切注意院民健康狀況。對於有發燒，縱使是

輕微發燒和咳嗽的院民，皆應立即告知醫師，以便早期偵測、診斷與治療。

如此，將有助於結核病的防治。 

結核病診斷、治療及胸部 X 光判讀等，具高度專業性，各醫療院所應加

強結核病相關教育訓練，以收結核病防治之功效。衛生主管機關對承攬人口

密集機構例行性健康檢查之醫療院所的胸部 X 光判讀品質，也應加強督導考

核，以作為是否繼續承攬健康檢查的依據。 

結論 

在本研究調查中發現安養照護機構結核病的 3 年平均年發生率估計約為

810 個案/每 10 萬人，為臺北市的 3 年平均年發生率（52.11 人/10 萬人口）

的 15.5 倍，為臺北市 65 歲以上老人 3 年平均之年發生率 220 人/10 萬人口的

3.7 倍。其發生率遠高於一般社區民眾的原因是：老年族群因衰老、慢性疾

病、機能不足、藥物、營養不良等導致他們很容易受到感染，加上擁擠的居

住環境與頻繁的接觸助長感染飛沫核的傳播。 

不容忽視的是：因例行性檢查而發現結核病的有 81 位，占 38.2%，比率

相當高。此數據更突顯主動積極篩檢，早期發現個案也應該是造成此族群結

核病的發生率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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