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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診斷結核病患者的追蹤掌握之世代研究 

摘  要 

目標：結核病歷史悠久卻方興未艾，其控制成效如何與病人的醫囑遵從性

息息相關。本研究目的即在調查新診斷之患者的追蹤掌握概況，以瞭解有

無疏漏之處。 

方法：以位於台南縣的一家私立醫學中心，89 年間新診斷的結核病患為研

究對象，檢查病人的病歷診斷，並追蹤病人接受治療之現況。 

結果：89 年間該私立醫學中心新診斷結核病人數 402 人，死亡或失去聯絡

者佔 13%（53），有效的追蹤掌握率為 87%（349）。38%（157/402）在通

報時即為確定病例，其中 88%（138）例是肺結核，而 12%（19）例是肺

外結核。 另外有48%（192/402）在通報時只是疑似病例；因為62%（216/349）

的通報數被診斷為確定的結核病感染，故疑似病例之中只有 31%（59/192）

的正確診斷率。在後續治療機構方面，由原通報醫院繼續治療者佔 64%

（139），轉至衛生署慢性病防治病院治療者佔 27%（60），而有 3.2%（7）

一直沒有接受治療。 

結論：新診斷之結核病患追蹤掌握率約為 87%。而有 3.2%的病人醫囑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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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不佳。兩者都是防治結核病的漏洞，值得以誘因和強制治療增加控制的

效果。 

關鍵字：結核病、通報、掌握、遵從。 

前  言 

肺結核是歷史悠久的傳染病 [1]，現仍持續威脅著人類的生命，據估計全

球每年有高達 700-800 萬新病例[2、3]。又因為愛滋病的流行和多重抗藥性

的問題，使得肺結核之控制有更形棘手的趨勢[4、5]。台灣在民國 88 年肺

結核的確定病例高達 114,730 人，亦顯示公共衛生上的重要性和急迫性[6]。 

醫院所設立的感染管制委員會通常是各醫院負責執行通報傳染病業

務的單位，因此成為各種通報和控制計畫的基礎結構之一（infrastructure）。

在病人從各個醫療機構通報到衛生行政系統之後，後續的掌握（case 

holding）與治療的遵從性（compliance）也是結核病控制成效的重要關鍵。

一般認為病人服藥的順從性，或者主觀上願意接受治療的意願是影響治癒

與否的重要因素[7、8]。因此現在大家比較認可的有效控制方式，是加強

病例的偵測，和配合 DOTS（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 course）的密

切追蹤治療[9]。因為臨床經驗和結核病盛行，使我們懷疑病例的掌握和治

療的遵從性可能有不盡完善之處，本研究目的即在調查新診斷之結核病患

有多少程度的失聯（abscondence）。 

病人與方法 

台南縣一家總床數為 1,200 床的私立醫療機構，服務的人口數約 200

萬。結核病的通報程序如下：（1）臨床醫師填寫法定傳染病通報單，再由

感染管制護士查核檢驗報告，並通知轄區衛生局；（2）每週查驗微生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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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之耐酸性染色和結核菌培養報告，如有陽性反應則主動通報。自民國

86 年起，醫院感染管制委員會規定凡是疑似或確定肺結核病例，第一次接

受抗結核藥物 isoniazid, rifampin, ethambutol, pyrazinamide 之治療者，均須

填寫傳染病通報單，以方便建檔管理。傳染病個案通報後，經過胸腔科或

感染科醫師篩檢，再電話通知並同時郵寄至轄區衛生局，以完成整個肺結

核的通報程序。定義上有實驗證據（laboratory-proved）支持之肺結核有：

（1）至少一次以上的痰液抹片呈耐酸性染色陽性；（2）至少一次以上的痰

液培養有長菌，並經鑑定為結核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3）病

理切片報告為 caseation necrosis；（4）病理報告之 Auramine-Rhodamine 染

色為陽性。尚未達到確定診斷者均暫時稱為疑似（probable）結核病例。以

痰液檢出之非典型結核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um）並不納入研

究，也排除臨床診斷的個案。研究對象是民國 89 年一整年，所有經過委員

會通報的確定或疑似結核病病例，在一年之內，由病人所屬的地方衛生機

關依據通報單所附的電話聯絡病人，如有無法聯絡之情形，則依據地址訪

視，兩者都無法追蹤到的病人，則視為失去聯絡者。 

結  果 

民國 89 年，醫院感染管制委員會總共通報確定或疑似結核病個案 402

例；而死亡或遺失追蹤共 53 （13%）例，故有 349 人進行後續的調查。

在通報時即有微生物學或病理的實驗室證據支持之患者有 157 例，其中 138 

（88%）例是肺結核，19 （12%）例是肺外結核。而通報疑似結核病有 192

例。之後才確定實驗室診斷者共 216 例（圖一）。 

實驗室證據支持診斷之案例後續追蹤結果顯示，繼續由原通報醫院治

療者 139 （64.4%） 例，轉至衛生署慢性病防治病院治療的有 60（27.3%）

例，在地方衛生所治療有 3（1.4%）例，在其他醫院有 8（3.7%）例；未

治療或不合作者則有 7（3.2%）例（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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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論 

由此調查得知，在新結核病例被診斷和通報之後，一年之內有 13%的

病人，無法經由病歷或通報單所附之聯絡電話和地址追蹤到，或者聯絡到

了，但家屬宣稱該病患已因無法認定之原因死亡。因為失聯者無法排除死

亡的可能，而且死亡原因無法確定；或者遷移至其他地方，而被當地醫療

或衛生機關掌握，故真正因為結核病死亡的比例並不清楚。無法追蹤的主

要原因是病歷和通報單上的地址和電話有誤寫和遷徙更動等因素。基本

上，控制結核病是需要團隊精神的工程，不論政府或民間，醫療與非醫療

組織都負有此項公共衛生的責任[10]。結核病的控制成效，與病人的心理

感受和交通、就醫方便性等社會經濟因素有關。為提高病人的醫囑遵從性，

有些控制計畫甚至包括供應餐點、衣物、交通費和托嬰服務等誘因

（incentive），以鼓勵病人接受治療[11]。因為提高病人的遵從性，不只是

結核病控制成功的關鍵因素，更關係到控制結核菌產生抗藥性的問題

[12]。因此，如何降低失聯病人的比例，應是值得大家努力的目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 3.2%的新患者根本未接受治療，甚至於在電

話訪問時堅決地表示不想治療，真正的理由並不清楚。有報告指出病人錯

誤的觀念和知識的不足是影響遵從性的主要因素之一[13]，根據接觸之後

的反應，我們相信有的病人是因為經濟因素，有的是因為對疾病的誤解，

而導致不願意接受治療。但實際的原因仍有待進一步調查。對於新診斷之

結核病患，如果一開始即有不治療的情形，等到開始治療之後，有可能再

加上藥物本身所造成的不方便或不良反應，會更增加遵從性不佳的嚴重

性，則真正完成治療的比例更會偏低，進而危害整體控制計畫的成效。因

此值得推行充分的醫療諮商，以及對病人和家屬的教育等相關措施，以提

高完成治療的比例。 

控制結核病是一種接力賽，必須減少掉棒的危險；因此非公營之醫療

機構在控制團隊中有一定程度的重要性[14]，以一般社區之醫療資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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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從開始的篩檢到最後的完成治療都有貢獻之處。由此調查得知 64% 的

病人仍由原來診斷的醫院治療，亦可見其重要性。病人被診斷結核病後的

治療機構變動與否，其原因可能是多重的，例如病人的主觀選擇[9]，或其

他如地理、時間等方便性的因素。此外，調查亦發現有 27%的病人轉至鄰

近的衛生署慢性病防治病院治療，對於整體結核病之控制，亦顯示現階段

病人與此醫療機構的服務關係程度。 

總結來說，新診斷之結核病的掌握和治療現況，仍有改進的空間；地

址和電話之確認，與改變病人的態度可能是值得加強的短期目標，以減少

社會潛在的傳染源。如果能彌補失去聯絡或不想治療的防疫漏洞，則結核

病的控制應該可以達到更有成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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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9 年新結核病之通報流程 
 
                       總通報人次：442 
    扣除重複通報 
 
                       實際通報人數：402（100%） 
       遺失或死亡人數：53（13%） 
 
 
                        總追蹤人數：349 
                                    
 
有實驗證據支持診斷             以疑似病例通報人數：192 
之通報人數：157      
                                          確定診斷：59 例 
 
                                                              

最後確定診斷人數：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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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9 年某私立醫院通報結核病之後續治療機構調查 
 

治療機構 人數（%） 
  原通報醫院      139（64.4） 
  慢性病防治院 
  衛生所 
  其他醫院 
  未或拒絕治療 
  合計 

      59（27.3） 
       3（1.4） 
       8（3.7） 
       7（3.2） 
     21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