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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防癆工作的今昔台灣防癆工作的今昔台灣防癆工作的今昔台灣防癆工作的今昔 
索     任  

中華民國防癆協會第一胸腔病防治所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疾病管制局全面接管全國防癆工作 7 年以來，從初期過度重視疑似即通

報，而忽略結核病的診治和管理品質，進展到近 1-2 年的都治管理，和重建

多重抗藥結核病照護團隊，逐漸走上了公衛和臨床緊密合作的正確方向。本

文簡短回顧 2001 年變革前後的組織人力、和結核病人中心登記、病人發現、

抗藥性結核病診治等相關作法的演變，展望將來，期待新防癆體系能長期穩

定地有效運作，移除結核病人就醫治療的種種障礙，和病人站在同一陣線-

對抗結核菌。 

關鍵字：防癆組織，結核病人中心登記，病人發現，都治管理，抗藥性結核病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2001 年，台灣防癆史上進行了一項非常重大的變革 – 防癆組織重整，

捨棄了原先由世界衛生組織協助建立，由防治局、院、所、及衛生所派駐護

士組成公衛臨床結合的專業防癆體系，而將臨床與公衛切割，取代以疾病管

制局、衛生局、衛生所的公共衛生機構和一般醫療院所的臨床機構合作的新

體系，來推動防癆工作。 

1950 年代的台灣，結核病的流行情形非常嚴重：1947 年的結核病死亡

率高達每 10 萬人口 300 人，即每 1000 人就有 3 人因結核病死亡；1957 年

台灣有史以來進行的第 1 次肺結核盛行率調查結果，每 100 個成人就有 5 個

人的胸部 X 光診斷有肺結核(5%)， 1 個人(1%)的痰中可以找到結核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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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學證實的肺結核病人。 

台灣的防癆工作，在 1950 年代開始有計畫的運作，在原專業防癆體系 50 

年來的蓽路襤褸努力經營之下，結核病死亡率在 2001 年降到每 10 萬人口 6

人；2001 年的肺結核病發生率，每 10 萬人 69 名，若只計成人，以肺結核

平均病程 1 年來估計，則成人肺結核盛行率約為每 10 萬名 88 名；和 50 年

前的狀況已不可同日而語。且現今的結核病人絕多集中在 1950 年以前出生

的世代，1950 年以後出生的世代，發生結核病的人數明顯下降，越年輕越明

顯，顯見 1950 年代開始有系統推動防癆工作之後，受到結核菌感染的機會

已大幅下降！ 

變革迄今已歷 7 年，許多人已逐漸淡忘過去 50 年來，多少前輩在這場

半世紀來的防癆聖戰中，怎樣地默默犠牲付出的歷程。變革後的這 7 年，從

開始時的過度強調疑似即通報、任何醫師都有足夠專業診治結核病，而忽略

重要的病人診治品管和病人管理工作，直到 2006 年的十年減半計畫，開始

正視這些問題而努力落實都治(DOTS)管理，2007 年開始建立多重抗藥性結

核病的專業照護體系，面對診治品質不良和病人管理不足而造成的抗藥性問

題。顯示新體系已漸漸走上正確的方向。 

本文試圖以簡短的文字，針對組織人力、結核病人中心登記、病人發現

和抗藥性結核病等議題，省思今昔防癆工作的演化，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要戰勝結核病，仍須不分你我，不分新舊，大家一起來。 

組織人力組織人力組織人力組織人力 

1999 年精省之前，防癆工作由衛生署防疫處主管，北市政府有慢性病防

治院，高市政府有慢性病防治中心，省政府衛生處則有慢性病防治局(台北)，

下轄台中、嘉義、台南慢性病防治院，省府轄下各縣市政府設有慢性病防治

所，各縣市政府衛生局的各級衛生所派駐有慢防局的公衛護士。而各級慢性

病防治機構則是在 1989 年由各級防癆機構(防癆局、結核病防治院、所)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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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1999 年省慢性病防治局、院編制員額 571 名，計入北高和各縣市防治

院所人力估計約 800 名。1999 年精省之後，省慢性病防治局、院更名為衛生

署慢性病防治局、院，歸衛生署中部辦公室管轄。同年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疾

管局)成立，統領全國防疫工作。 

2001 年疾管局開始接管全國防癆工作並積極進行慢性病防治局院的整

併，2001 年 7 月起慢防局院的公衛人員，包括派駐衛生所的人力全數移撥疾

管局；殘留下來的臨床人力，在 2002 年 2 月成立胸腔病院台北本院和台南

分院，主要從事診療工作，而台中和嘉義防治院同時裁併。2002 年 8 月台北

本院併入台南分院而成為位於台南的胸腔病院。此時整併完成，臨床與公衛

完全切割，舊的防癆體系瓦解。許多縣市政府也跟著將慢性病防治所裁撤。 

結核病人中心登記結核病人中心登記結核病人中心登記結核病人中心登記 

1950 年代開始，有效抗結核藥物陸續研發出來，證明可有效治療結核

病（當年認為停藥後復發率 <5% ，就是可以接受的有效治療），唯須持續治

療超過 1 年以上，如斷續治療或藥物處方不當，很容易產生抗藥性。而且

已證明在有效藥物治療之下，有沒有隔離，就治療效果或傳染性而言，兩者

並沒有差別，從此，積極的發現病人，加上有效的居家治療，成為結核病防

治的最有力武器。 

台灣在 1950 年起，主要以痰抹片來發現病人，並在台北市成立「台北

結核病防治中心」（現青島東路，和台大醫院開始有了初步的醫療合作）及

「嘉義結核病防治中心」（現嘉義市民權路），和南港台灣省立結核病防治院

（原松山療養院）、台南縣立結核療養所共同作為結核病的診治中心；台灣

省防癆協會也在 1952 年成立，加入防癆的隊伍；早年各地的榮民醫院，也

都以收治結核病人為主。1954 年成立 X 光巡迴隊，開始運用Ｘ光巡迴車輔

以痰檢查來發現病人，當年物資匱乏，交通不便，發現出來的病人，仍以療

養或自費治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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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57 年起，政府靠著 WHO 及 UNICEF 的資助，才有能力開始實

施結核病的免費藥物治療，也同時開始有了開放性肺結核病人的中心登記。

所有須要治療管理的開放性病人均須作中心登記，分區管理和接受免費居家

化學藥物治療。 

早期只有開放性肺結核才有資格接受免費的治療。隨著經濟的改善，醫

療資源的普及，公勞農保分別開始給付結核病治療的費用，免費治療的對象

也才得以漸漸增加，到 1995 年健保開辦，所有結核病人的治療費用均可由

健保給付，開放性病人的中心登記也因而逐步改變為所有須治療管理的結核

病人都納入登記管理，歷次結核病人登記管理對象的演變如下： 

1957 痰(塗片或培養)陽性肺結核 

1969 空洞型肺結核 

1974 重度肺結核 

1978 結核性肋膜炎 

1981 其他病理確診的肺外結核 

1984 山地鄉、高發病地區、及接觸者之中度無空洞肺結核 

1988 山地鄉之輕度肺結核 

1991 所有肺結核 

1997 所有肺結核及肺外結核 

結核病人登記數也因登記條件的改變而有所增加，代表的是防癆體系掌

握管理的病人數增加，亦即結核病人受到有效管理的涵蓋率增加，卻不代表

真正結核病人數的逐年增加。 

同樣的，隨著醫療資源漸漸普及，民眾就醫越來越方便，在一般醫院診

治的結核病人比例逐漸增加，1990 年代開始，每年召開醫院連繫會鼓吹結核

病通報，1997 年健保局實施結核病不通報不給付策略，到 2000 年， 70-80 

% 的病人登記來自一般醫院的通報，台灣的結核病通報系統逐漸完備，自此

結核病通報登記的數據才逐漸趨近於真實的結核病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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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所有通報的病例均須經過防治局院治療小組的專科醫師審查，胸腔

專科或感染專科醫師通報者，只作書面審查；否則均須調閱相關資料及 X 光

審查，研判為活動性結核病須接受治療者，即作中心登記，開始治療及管理；

須追查資料或後續追蹤檢查再判者，則有衛生所專人追蹤限期回報。每個結

核病人都有特定的公共衛生護士負責管理，直至治療完成（ treatment 

completed），或死亡。治療期間有二月、六月和後續的治療鑑評，各階段均

由防治局院的治療指導小組專科醫師評鑑治療是否允當，是否完成治療，以

監控治療過程不致出錯。雖然 70-80%病人在一般醫院診治，但所有病人管理

工作包括衛教、追蹤、診治過程的掌控和接觸者檢查等等工作，都由防癆體

系包辦。 

由上可知，過去結核病人中心登記的用意是在病人的治療和管理。經初

步研判為活動性結核病而納入登記治療管理者，日後大約有 7%的改診斷率。 

2001 年 9 月起，疾管局強調任何合格的醫師都應有診治結核病的專業，

強調疑似即通報，通報即登記，號稱縮短通報至登記的時間，卻明顯忽略了

通報的疑似病人並不是每個都是已認定為須治療，須納入治療管理的結核病

人。接近 30%-40%的通報疑似病人，到後來都排除了結核病的診斷。自此，

結核病人中心登記已演變為<<疑似結核病人中心登記>>，並不是每個納入登

記者就須進入結核病人的治療管理流程。徒然增加了許多病人管理上的困

擾。固然通報至登記時間縮短了，是否同時也縮短了疑似到確診和開始治療

管理的時間、或縮短了疑似到排除診斷的時間？ 

近年疾管局針對此一問題已作了策略的修正，疑似 2 個月以上仍未確診

者，須追蹤資料，提病歷審查會討論。惟這裡面有些病人可能不須 2 個月就

可清楚地確診或排除診斷，須思考如何再加強疑似病人的確診時效，以減少

治療延誤，和不必要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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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發現病人發現病人發現病人發現 

結核病人的主動發現，在於彌補因症就診被動發現之不足。在醫療資源

還不普及、經濟仍然困頓、民眾就醫不便的年代，有結核病症狀的人並不是

那麼容易可以得到醫療的照護，村里查痰和 X 光巡迴檢查等主動發現病人，

配合免費藥物治療，在早年發揮了相當的功能。X 光巡迴車到各鄉鎮作巡迴

X 光檢查、或對役男、教職員等作例行 X 光檢查，由防治局院的專科醫師判

讀，有疑似病灶者均列冊並有衛生所負責追蹤驗痰和複查。各防治院所、有

X 光設備的衛生所或合約的 X 光檢驗所，都存有防治局院提供的免費 X 光底

片，方便有症狀的病人和接觸者作免費 X 光檢查，同樣的由防治局院的專科

醫師判讀和衛生所負責追蹤複查。每個疑似的病人都會追蹤到確診或排除，

認定須接受治療者即作結核病人中心登記進入治療管理的流程。 

2001 年之後的病人發現工作，強調因症就診的被動發現，希望醫療院所

的專業診查，能有效找出具有傳染性的病人優先治療；將主動發現的重點放

在高危險群。卻忽略了實務上各級醫師對結核病的警覺和診治能力參差不

齊，導致疑似通報的人數大增，重開案的人數也大增，明顯不須疑似者也通

報，或明顯纖維化結核者都反復重開治療，增加了許多不必要的治療，也浪

費許多管理的人力，造成病人管理上極大的困擾。近年疾管局針對此一問題

已作了策略的修正，沒有結核菌學證實的重開案病人均須收集病歷資料，提

病歷審查會討論。類似當年的防治局院專科醫師審查的作法。唯病歷審查會

的時效性仍有待加強。 

現今的役男體檢、教職員體檢、外勞及一般勞工體檢的胸部 X 光檢查均

由一般醫療院所負責，一般流程多由放射專科醫師判讀，由家醫科總評是否

合格。問題在於 X 光判讀報告常描述浸潤性病灶、纖維性病灶、結節陰影……

等，家醫科醫師作總評時只依據 X 光報告研判，多半並沒有親自調閱舊片或

會診胸腔、結核專科醫師；即使體檢有疑似病灶者，也沒有專人負責追蹤驗

痰複查。等過了半年一年，病人已有了傳染性許久才被診斷通報，回顧半年



第 24 卷第 3 期 疫情報導 175 

 

一年前的舊片，當時已有疑似病灶而未處理。固然疑似即須通報，但如果一

線醫師對明顯結核病灶卻沒法警覺到是疑似病人時，自然也就會延誤通報和

延誤治療了。 

去年發生的 14 歲國中女生因結核病死亡的事件中，可以讓我們學到許

多教訓。首先，病人經濟弱勢，沒有健保，就醫障礙重重；其二、學校的輕

忽，咳嗽數月後才有人協助就醫；其三、一般醫師對結核病的警覺性不夠，

延誤診斷，等到診斷出結核病時已回天乏術。除了白白犠牲了一個年輕的生

命，也讓全校師生長期暴露在結核菌感染的環境中。顯示現今結核病人因症

就診的被動發現仍相當不足。 

年紀輕輕的嚴重結核病人增多，突顯的是結核感染機會的增加 (新感染

者容易發病)，和對年輕結核病人的診斷治療延誤。治療結核的潛伏感染，固

然可以減少新感染者日後發病的機會，但更值得憂慮的是，為何年輕人受到

結核菌感染的機會多起來？社區裏是否有更多傳染性病人(特別是年紀輕輕

的病人) 還沒被正確診斷出來，還沒接受正確的治療？如何解除疑似病人的

就醫障礙、如何減少醫師診斷治療的延誤，可能比潛伏感染的治療要來得重

要！ 

抗藥性結核病抗藥性結核病抗藥性結核病抗藥性結核病 

2001 年以前，只有防治局院體系備有二線抗結核藥物，一般醫院處理不

來的病人，包括治療失敗、抗藥性、藥物副作用等難治病人會轉診到防癆體

系來治療。即當年 20-30%在防癆體系治療的結核病人，多為一般醫院難以處

理的病人。防治局過往累積了許多讀片、檢驗和診治的經驗，儼然是結核防

治的訓練和研究中心，因而培養出許多防癆的人才。當今多重抗藥結核病照

護團隊的各個主持人，多是當年防癆體系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 

2001 年防癆體系瓦解初期，疾管局對抗藥性結核病一時拿不出很好的對

策，放任一般醫院治療不當、用藥種類或劑量不足的情形比比皆是，又忽視

病人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結果是獲得性抗藥結核病的增加。如果一般醫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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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性結核病的警覺不夠或處理不當，又會產生更多的抗藥性，由單一抗藥

變成多重抗藥，再演變成超級抗藥。抗藥性病人在一般醫院治療半年一年治

不好，病人又在各個醫院進進出出，在在助長了社區和醫院內抗藥性結核菌

的散播，結果就是原發抗藥性結核病緊跟著迅速增加。 數年下來，抗藥性

結核病的增加，已經是不得不積極面對的難題。 

實際防癆工作上，結核病人的臨床診治工作並不能和公衛的病人管理工

作完全切割，2001 年疾管局和健保局要求在醫院設置結核病個案管理師協助

病人管理工作，稍後希望醫院內能成立結核中心，協助掌控院內的結病診治

品質，並加強臨床和公衛機構的連繫和合作。 

2003 年 SARS 風暴過後，疾管局在各分局開始籌畫結核病診治諮詢小

組，對結核病診治有疑問、或難治病人等，透過病歷審查會提供諮詢和建議，

也開始審查醫院申請的結核病 2 線用藥。但管理上仍嫌鬆散。 

2006 年行政院通過結核病十年減半計畫，經費大幅增加，疾管局開始正

視醫院診治品質不良和病人管理鬆散的問題，努力推動都治(DOTS)病人管

理，2007 年，建立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照護團隊，正面迎戰抗藥性問題，也開

始管制結核病的 2 線用藥。這照護團隊正摸索上路，期待這些專業團隊能持

久經營，和公衛系統密切合作，重建有效率的防癆體系。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防疫視同作戰，而作戰首先須分清敵我。防癆聖戰真正的敵軍是結核

菌，但社會上往往分不清敵我，而錯將結核病人當成了敵人！ 

防癆聖戰中，結核病人是最前線遭遇戰的戰士，防癆體系須提供前線戰

士作戰時所須的一切資源和支持，結核病人有權利毫無牽掛地接受檢查，有

尊嚴地安心接受正確治療，治療中病人有權利繼續他們的學業和事業，不應

受到歧視和排斥。 

當每個病人都能早期診斷迅速治好他的結核病，社區中的傳染源自然越來

越少，年輕一代不再有機會受到結核菌感染，結核病的根除自然指日可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