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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猶太醫學研究中心研究結核檢驗醫學心得報告（下） 

四、品質管制 

NJC 之內部品管在主任的監督下，由 TB Supervisor 負責每位檢驗人

員之工作品質，每個禮拜亦和臨床醫療部門開會，對疑難處做充分的討

論。在外部品管方面，他們參加了美國病理學會和紐約州衛生局每年定期

之測驗，測驗結果亦在開會中討論。以目前 CDC 所定各項 MTB 檢驗流程

作業時間而言，塗片結果必須 24 小時內報告，培養與鑑定必須 3 個禮拜

內，藥物敏感性檢查必須在 4 個禮拜內有結果。NJC 在塗片和 ST 大多可

達目標，但對 MTB 之培養與鑑定只有半數達到目標，而 90%可在 6 個禮

拜內完成。 

 

與衛生署慢性病防治局之比較及可改進處 

雖然慢性病防治局的醫檢師（生）均已從事 TB 檢驗多年，對作業流

程有一定的熟悉度，但彼此間的溝通不足，導致工作的銜接不順暢，多少

影響整個作業的流程時間，所以在內部控管上，宜鼓勵大家參與討論會，

加強團隊工作精神。從今年起，慢性病防治局已開始參與美國病理學會之

外部品管測試，第一次結果已經寄出，成績卓然（塗片、鑑定和藥物敏感

性試驗全對），可看出慢性病防治局正為檢驗品管控制做努力。 

五、檢驗室安全規範 

現今標準之結核檢驗室應當符合生物安全第三級標準（biosafety level 

III）的空間、設備及守則，NJC 也都比照辦理。同時他們各區間都有清楚

標示（如無菌操作室門口標 BSL III，培養室標明 BSL II…等）。工作人員

從事結核檢驗時必須戴手套、穿消毒袍，比較不同的是他們不戴口罩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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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只有在研磨組織、打開外來檢體及做超音波震盪情況下才戴。 

 

與衛生署慢性病防治局之比較及可改進處 

慢性病防治局設備亦比照生物安全第三級標準，只是一些小細節沒有

注意，如各區間沒有做清楚標示，有時無菌操作室大門沒關好…等。慢性

病防治局人員從事結核檢驗工作均有戴 N-95 口罩，有關此點 CDC 並沒有

明確的規範，而 NJC 以不戴為原則。本人有幸參觀了紐約州衛生局結核檢

驗室，他們居然戴太空人式的安全罩，可見此一問題還沒有一致的看法。

我認為要確保工作人員之安全，萬一在生物安全操作箱失靈，沒有馬上查

覺情況下，載口罩可以避免可能 TB 的感染，因此給予多一層的保障是應

該的。 

六、成本效益分析 

此趟丹佛之行，任務之一便是考察他們各項檢驗收費的情況，以便做

為將來向中央健保局爭取提高檢驗費用之給付。 

下表是比較二者之間差異: 

 NJC 台灣 比率 
AFB 塗片 17.5 美元 1.4 美元 12.5 

培養 40.5 美元 5.6 美元 7.2 
鑑定(傳統法) 77.25 美元 6.25 美元 12.4 

藥物敏感性試驗 -- --  
4 種藥 45 美元 6.25 美元 7.2 

10 種藥 87 美元 11 美元 7.9 
分子生物學檢驗 50-150 美元之間 不給付  

(1 美元=32 元新台幣) 

由上表看來，給付之價差高達 7.2-12.5 倍不等，台灣 TB 檢驗做不好，

給付太低是絕對的關鍵。由於計算合理的 TB 檢驗給付涉及許多專業的精

算，並非筆者所長，但以美國國民平均年所得約為台灣的 2 倍（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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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 元，台灣 11,000 元計之），同時本人亦調查 NJC 檢驗人員之薪水亦

是我們的 2 倍以上，如此計算之，我們的檢驗給付至少要向上調整 3 倍（尤

其是塗片和鑑定），才稍能彌平如此巨大差異，當然前提是台灣的 TB 檢驗

品質也要如同美國一般，如果政府一時沒有辦法全面調整健保給付，至少

對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個案之檢驗給付先提高，視情況再做調整，這樣才有

辦法一步一步解決問題。 

七、結核檢驗研究 

NJC TB 檢驗室有 4 位研究員，對 TB 各有不同的研究主題，簡介如下，

多少可啟發我們的靈感。 

 

1、生體外巨噬細胞之藥物試驗（in vitro drug tests on macrophage） 

TB 菌 侵 犯 人 體 會 引 起 所 謂 細 胞 型 免 疫 反 應 （ cell-mediated 

immunity），其中 macrophage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他們先從血液中

純化出單核細（monocyte）， 經過 1 個禮拜的培養，便成熟為 macrophage。

接著讓結核菌感染上去，約 1 個小時即可在顯微鏡中觀察到結核菌在

macrophage 內，然後將欲測試之藥物加入，培養一段適當時間後，加入 0.25 

% SDS 溶解掉 macrophage layer，將此含菌液接種在 7H11 agar 上，最後計

算菌落多寡，即可推算出活菌數目。此研究模型可以測試各種不同藥物在

macrophage 內之殺菌力。相關研究成果也在各大期刊登出，頗具學術價值。 

 

2、生體外冬眠期結核菌之藥物試驗（in vitro drug tests on dormant cells of 

mycobacteria） 

結核病人治癒後有所謂復發（reactivation）情形，一般咸認為體內少

數結核菌進入冬眠期（dormancy），經過一段時間潛伏（latency）後，再活

動起來所致。此研究便是測試各種藥物作用在結核菌冬眠期之效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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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將培養在 7H11 agar 之活菌轉入一個完全厭氧環境的瓶中（GasPack 

anaerobic jar）， 培養 9 天，然後種入以橡膠水泥（rubber cement）封口之

BACTEC 瓶中，且瓶中氣體均以氮氣填充，以避免任何之氧氣入內，並加

入催化劑和指示劑，如果有氧氣存在，指示劑會變藍，以監測是否為絕對

厭氧狀態。BACTEC 瓶中加入各種欲測試之抗生素，一段培養時間後，如

果所測之生長指數（growth index）小於 20，表示結核菌正處於冬眠期，

則可將瓶中之菌覆種（plating）於 7H11 agar 上，再培養一段時間，便可以

計數（counting）活菌量，而得知所加之抗生素到底可否殺死 dormancy 之

結核菌。 

 

3、M. paratuberculosis 之研究 

一般而言，M. paratuberculosis是一種可引起羊腸胃道疾病的非典型結

核菌，但目前一些學者認為有可能亦是引起人類Crohn,s Disease（一種原因

未明之腸道發炎疾病）的致病原因。此菌類似MAC，生長慢且極難在生體

外培養，目前知道在 7H11 agar中加入mycobactin，可以在 2-3 個月左右看

出菌落，由於現在還無法在Crohn,s Disease之腸組織中培養出該菌，只是發

現大部份病人有極高之M. paratuberculosis抗體存在，因此因果關係無法建

立，現階段NJC努力方向為發展出易於培養及鑑定該菌之技術。 

 

4、MGIT 960 液態系統之藥物敏感性試驗 

做為一個液態培養系統，從別人及我們自己的研究得知，MGIT 960 非

常成功。但若其藥物敏感性試驗亦能可靠運用，則該系統可將作業流程時

間縮短，符合 CDC 之要求，又無 BACTEC 460 系統有放射性廢料問題。

目前 NJC 與另 2 個實驗室正在合作測試 INH、RMP 和 SM 三種主要抗結

核一線藥，初步成果不差，離商品化應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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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核檢驗訓練 

NJC 並沒有定期舉辦結核檢驗人員的訓練課程。原因之一為每位工作

人員均有專職工作，很難再撥空專門開課，但他們可接受不定期之外來檢

驗人員短期受訓。至於 NJC 自己檢驗人員之再教育，除了參與外來品管

測驗外，也視工作需要會派人出去學習新知。例如 Dr. Heifets 有意引進

HPLC 技術，最近可能派 2 位人員到德州一實驗室做短暫的學習。 

 

與衛生署慢性病防治局之比較及可改進處 

慢性病防治局一向接受不定期外來單位要求，給予新進結核檢驗人員

做短期訓練。事實上，對其他單位檢驗人員給予教育應是我們的工作之

一，責無旁貸。但本人認為應多給慢性病防治局醫檢人員實質的鼓勵（如

報鐘點費、記嘉獎…等），則更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此次到 NJC 與每位檢

驗人員均有接觸，固然多數人均能給我熱情的指導，但事情一忙也不免淪

為放牛吃草的境地，究其因是缺乏實質鼓勵，如果能多一層人性的關懷，

自然水到渠成。再者基於被動的心態及安於現狀的滿足，慢性病防治局檢

驗人員之再教育比較缺乏。此次短期赴美進修，深知檢驗科技一日千里，

當鼓勵我們檢驗團隊以”再職教育，終生學習”為座右銘，使每位成員有機

會接受新知，奉獻所學，提高服務病人的品質。 

九、合作 

PZA 之藥物敏感性試驗 

由於該藥作用在酸性環境中，因此傳統藥物敏感性試驗方法有技術上

的困難，目前比較可靠方法為 BACTEC 460，但因該法需用到放射性物質，

因此限制了它的發展。NJC 設計了用 7 H11 agar proportion 法來做 PZA 之

ST，但所得結果必須和 BACTEC 460 比較。NJC 希望這個研究有一些檢

體來自於台灣，因此慢性病防治局將會提供菌種與其合作，這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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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重要，因為 PZA 為重要第一線藥，如果 7 H11 agar proportion 法可以

做 PZA 之 ST，則大部份的實驗室均可採用此法，有了可靠之 PZA ST，

將可提供臨床醫師用藥參考。 

十、其他結核檢驗室之參觀行程 

 紐約州衛生局結核檢驗室 

選擇參觀該地，始於本人曾拜讀該室主任 Max Salfinger, MD 文章，深

知他對於如何組織結核檢驗室頗有心得，因此本人與他 E-Mail 聯絡，他欣

然接受我的造訪，才有機會來拜訪位於 Albany 之該檢驗室。Dr. Salfinger 是

一位對工作努力、對生命熱情而又有使命感的人。他的檢驗室空間寬敞、

設備新穎，所有空調、溫度、壓力均有中央電腦監控，專人維護，連一個

培養箱因為有人打開過而暫時溫度下降，中控室人員也能測知，令人大開

眼界。他們主要接受紐約州其他檢驗室有問題之檢體，一律免費服務。檢

驗室之間以所謂 Fast Track 結核檢驗網路，來迅速傳遞檢驗結果，因為他

們認為結核病是公共衛生大事，值得如此做。當然他們也做結核研究，如

抗藥性結核菌之基因研究。其結核督導（TB supervisor）為 Linda M, Parsons

是一位 Ph.D.，負責一些技術性的指導。以上的架構必須建立在一個龐大

且豐沛的財源上，由於紐約地區敢投入大筆預算以防止結核病，從 1992

年起，結核病例已快速下降，這多少反應結核防治大計，政府的支持與否，

佔有重大影響。最後與 Dr. Salfinger 討教如何架構結核檢驗室的諸多細

節，也獲得許多寶貴的意見，真所謂不虛此行。 

 

 

 紐約市愛因斯坦醫學院結核研究室 

愛因斯坦醫學院結核研究室位於紐約市Bronx 區，該研究室是以研究 

Luciferase Reporter Phages（LRP）聞名於世的重鎮。由於台北市慢防院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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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運主任正在此處做研究，經過聯繫得以有幸進一步瞭解該處。這是一個

基礎研究室並沒有臨床檢體，老板是W.R. Jacobs，底下至少有 20 位博士後

研究員在一起工作，而杜主任目前在該團隊成員之一的John Chan 下工

作。該團隊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 1993 年科學（Science）月刊登出他們

利用LRP可以快速測知結核菌抗藥情況，而且是表現型的（Phenotypic）方

法，非常具有說服力，如果能應用到臨床檢體上，將是結核檢驗劃時代的

貢獻。簡單地說，他們利用基因重組的方法將製作luciferase 之一小段基因

植入mycobacteriophage 內，然後讓該phage 去感染TB菌，當活TB菌開始

新陳代謝時會有ATP 產生，若加入luciferin物質，由luciferase 來催化之，

則可與ATP 作用產生光子，此反應可用照度計 （luminometer）測知，因

此只要測到光反應，則可確知有活的TB菌存在。此法從 1993 年發表以來，

也在細節上一再改進，為了能真正縮短藥物敏感性試驗作業流程時間，目

前已發展到直接應用於塗片陽性痰檢體，將該檢體培養於 7 H 9 broth（含

藥及不含藥）1-2 天，然後加入已constructed 好之mycobacteriophage，4-6

小時後再加入luciferin substance，然後馬上用luminometer測，大於背景值 2

倍以上為陽性反應。現在測試的為第一線藥（INH、EMB、RMP and SM），

由於phage可能也感染非典型結核菌而造成假陽性，因此以加入NAP 來區

分之。據說該法敏感度已到每C.C.痰液有 103-104  mycobacterial cells即可

測出，時間只要 2-3 天便可有抗藥性結果。就學理上而言，這是一個很好

的創意，但因還未進行大規模之臨床測試，將來應用性尚未可知，大家拭

目以待吧。 

 

綜  論 

美國之行令我留下深刻印象，與大師們對談更啟發了我的思想，確定

了將來努力的方向。看見美國結核檢驗室由於有龐大的資金及一流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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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造就了今日完善的標準及制度，令人欣羨。反觀結核病發生率比美

國高達近 10 倍的台灣，該何去何從呢 ? 我認為架構整個台灣防癆機構結

核檢驗系統，是十萬火急的事，但很清楚地，如果現在就要求要多少人，

給多少設備，才能做多少事，無疑地，這註定要失敗，因為沒有人會給我

們錢，如果我們不先證明我們是有希望的，也就是要先 do something。我

的做法是先從本身慢防系統結核檢驗室開始做起。本人設計了一份問卷調

查，視需要將親訪各慢防院、所檢驗室，與檢驗同仁們懇談，正確記錄問

卷內容，原則上若每週檢體數太少，無法維持檢驗品質與成本效益，則建

議不再做結核檢驗服務，但有指定之後送單位可以做代檢，如果經過問卷

等方法評估可以做結核檢驗，則應先確定服務內容。原則上慢防所做塗片

及培養，慢防院可加做初步鑑定及藥物敏感性試驗，至於菌種詳細鑑定及

其他疑難雜項則由慢性病防治局負責。檢驗人員必須熟悉他欲從事之結核

檢查，如果不合格，應再接受在職訓練。參與結核檢驗單位均要接受外來

品管測試，所有費用包括檢體運送、各項訓練及定期品管等均由公費負

擔。此種模式若可行，則可漸推廣至全國大大小小之結核檢驗室。至於結

核檢驗研究，由於慢性病防治局掌握了台灣地區絕大部份多重抗藥性結核

檢體，適合做大規模的臨床測試，而較基礎的研究，則可透過與醫學院等

學術單位合作共同來參與，避免各單位間單打獨鬥，惟有如此才能將有限

的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 

提筆至此，想起在異國的星空，夜闌人靜的夜裡，讀到張忠謀自傳裏

的一句話 ”看來熱誠和努力還是不夠的……” 心中百感交集。的確，如果

這一切得不到應有的支持，或許年輕人的天真就此消失。這趟美國之行讓

我更加堅信慢防局 TB 團隊可以為台灣 TB 病人做些事，只是 TB 這個台灣

頭號傳染病一直沒有得到高層太多的重視。記得去年 10 月美國白宮舉辦

一場結核病高峰會，由金融家索羅斯（George Soros）為首的慈善家們與第

一夫人希拉蕊（Hillary Clinton） 討論如何對抗結核病，這是個多麼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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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振奮人心又意義非凡的聚會，結論是必須增加預算（ increased 

funding）和政府的貫徹力（political commitment） 才能抵抗全球日益增加

結核病，相信國內有遠見的政治家和企業家們一定有足夠的智慧、魄力和

財力來為台灣結核病貢獻心力。（完） 

撰稿者：簡修平 

行政院衛生署慢性病防治局實驗診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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