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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特別是發生率和死亡率)。最後，本文建議依

結核病負擔指標不僅能估計結核病的流

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公式，推估國內結核病的負

行情形，作為流行病學上的評價工具，還能反

擔情形，並常規監控「HIV 陽性結核病個案」

映結核病防治計畫的成效，因此，本文介紹

之負擔推估指標及「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個案」

2009 年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結核病防治年報

之估計人數。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Tuberculosis Control 2009)中，評估結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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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之發生率、盛行率、死亡率等指標的定義
及其推估方法。全球將近 80%左右的國家，利

前言

用通報資料推估結核病負擔情形。世界衛生組

聯 合 國 千 禧 年 發 展 目 標 (Millennium

織建議採用四項公式推估結核病的發生率：(1)

Development Goal)中，提到共同防治愛滋病

利用通報率和個案發現率推估發生率，若通報

(HIV/AIDS) 、 瘧 疾 (malaria) 及 結 核 病

資料品質不好或不同時期的個案發現率變異太

(tuberculosis)，……到 2015 年時，要降低結核

大，將難以推估；(2)利用死亡率和致死率推估

病的發生率(incidence)、盛行率(prevalence)及死

發生率，則會受到生命統計制度是否完善、死

亡率(mortality)[1,2]；之後，全球結核病防治聯

因譯碼是否正確等因素影響；(3)利用年感染率

盟(Stop TB Partnership)也提出 2015 年結核病的

乘以 Styblo 係數；或(4)盛行率除以疾病病程

盛行率、死亡率都要下降 50%(以 1990 年為基

時間來推估發生率，一來不易有精準的感染率

準)的目標[3,4]。接著更提出「2006-2015 年全

或盛行率調查，二來會因推估的病程時間不同

球 結 核 病 防 治 計 畫 (Global Plan to Stop TB

而影響估算結果。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各
國儘可能提高通報、監測及死亡資料的完整性
和可信度，並儘量據以推估結核病的負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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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發生率、盛行率、死亡率等指標，列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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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結核病防治計畫的影響指標項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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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5)」
，期望能有效達到 2015 年全球結核
病盛行率、死亡率減半之目標[4,5]。
臺灣自 2004 年起，行政院復核定實施「加
強結核病防治方案第三期五年計畫」，更於
2006 年全面推動「結核病十年減半全民動員計
畫」
，其總體目標為：至 2015 年結核病發生數
降至 7500 人，發生率亦降至每十萬人口 34 人
[6]。
上述發生率、盛行率、死亡率等指標，均
是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推
估全球結核病負擔情形之量化項目，不僅能估
計全球結核病的流行情形，作為流行病學上的
評價工具，例如某個時間點內多少人發病、多
少人死亡、新增加多少個案；還能評估結核病
防治計畫的成效，如藥物治療是否已縮短疾病
的病程時間(duration of disease)、是否降低個案
死亡的危險性等，以提供衛生單位修正措施之
參考依據[1]。因此，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9 年

由於世界衛生組織推估結核病負擔的指
標，具備衛生政策評估、健康計畫評價之重要
性；況且，這些指標之計算結果，均為世界衛
生組織統一推估的負擔值(estimated burden of
tuberculosis)，可能不同於各國常規公布的疾病
發生情形定義。因此，本文將針對世界衛生組
織使用的負擔推估指標，進行歸納性的整理及
介紹，作為公共衛生或臨床實務人員規劃應用
之參考工具。
負擔推估指標：發生率
此處的發生率，乃指流行病學上的累積發
生率(cumulative incidence)，其定義為：某一段
觀察時間內，結核病新發生個案人數佔族群中
可能罹病風險個案人數的比率；其中，結核病
新發生個案人數包含肺內(肺內合併肺外歸類
為肺內)、單純肺外及感染愛滋病毒(HIV)的結
核病個案人數[1,9,10]。世界衛生組織自下列四
項公式中，擇一或多項公式推估各國的結核病
發生率[1,10]：

(1) 結核病發生率 = 通報率(case notification) / 所有個案發現率(proportion of cases
detected)
(2) 結核病發生率 = 年感染率(annual risk of infection) × Styblo 係數(Styblo coefficient)
(3) 結核病發生率 = 盛行率 / 疾病病程時間(duration of disease)
(4) 結核病發生率 = 死亡率 / 致死率(case fatalit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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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主要利用通報資料推估，通報率之定義
為：確診為結核病、且通報至全國監視系統及
世界衛生組織的所有結核病個案數，與該族群
年中人口數的比值；其中，所有結核病個案數
包含肺內、單純肺外及感染 HIV 的結核病個
案人數[1,9,10]；所有個案發現率係指：該年推
估的所有結核病個案數中，被通報之個案人數
百分比[1,9-11]。其中『所有』個案之計算包含
痰塗片陽性肺內、痰塗片陰性肺內及單純肺外
結核病個案；若關切重點為『痰塗片陽性肺結
核』個案，則分子、分母應同步改以痰塗片陽
性肺結核個案為計算基準[10]。
公式(2)採用年感染率乘上 Styblo 係數來
估算發生率。年感染率的定義為：某一族群
中，感染結核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的

36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8 年指出：年感染率調查
的結果，已不適合廣泛應用於結核病發生率之
推估[11,13]；更於 2009 年 12 月宣布：今後將
依 照 全 球 衡 量 結 核 病 影 響 專 案 小 組 (WHO
Global Task Force on TB Impact Measurement)之
建議，不再利用年感染率調查結果，推估結核
病發生率[8]。
負擔推估指標：盛行率
盛行率代表『目前』族群中結核病的存在
情形，也就是『目前』族群中多少人罹患結核
病；其定義為：某一段觀察時間內，結核病個
案人數佔族群總人數的比率[1,9,10]。此處的結
核病個案人數，包含肺內、單純肺外及感染
HIV 的結核病個案人數[1,9,10]。而結核病盛行

人數百分比[1,9,10]；而 Styblo 係數，則是一個

率可以利用下列二種方法估算[1]：

經驗常數，數值介於 40~60 之間。世界衛生組

(一)族群為基礎的盛行率調查(population-based

織曾經估算，當結核病個案的 HIV 感染率<5%

prevalence survey)：

的情況下，結核病年感染率每增加 1%時，痰

此為直接估計族群結核病盛行率的方

塗片陽性肺結核發生率大約跟著上升 50(範圍

法，但因完成調查的有效樣本至少需 20 萬人

35-65)/100,000 [10]。在結核病控制良好的情況

以上(40 萬人以上尤佳)、至少需投入美金 200

下，Styblo 係數會較高，一般約在 50 以上，甚

萬以上的資金、至少需執行一次以上的系列調

至超過 70；反之，若疫情控制不佳時，該係

查，再加上透過調查得到的盛行率誤差甚大，

數則會明顯偏低，甚至可能低於 40 [9]。

自 25%(如中國、南韓)到 60%(如非洲厄利垂亞)

另一方面，如果具備精準、低誤差的盛行

不等，高於利用通報資料間接估計盛行率的誤

率調查結果時，亦可利用公式(3)推估結核病發

差範圍(10%)[7,11]。因此，世界衛生組織認為

生率。或者，利用死亡登記系統的通報資料，

結核病負擔較低的國家，只需利用通報資料、

配合公式(4)的計算方法，推估得到結核病發生

配合公式運算，間接推估盛行率即可，部分高

率。

負擔或高發生率國家才需執行結核病盛行率
雖然，透過年感染率或盛行率調查，或許

能較精準估計結核病發生率，但研究設計完

調查[7]。
(二)通報資料：

美、精準度高、誤差小的調查是少之又少；即

這是一種間接估計結核病盛行率的方

使研究設計已臻完善，仍舊會因無法精準估算

式，也是目前世界衛生組織推估各國結核病盛

結核病病程時間，使得我們無法不偏估計結核

行率的主要採用方法[1]。首先利用通報資料推

病發生率[10]。另外，當使用年感染率或盛行

估結核病發生率，之後再代入公式─ 結核病

率調查推估發生率時，可能較難解釋結核病發

盛行率 = 結核病發生率 × 疾病病程時間 ─

生與感染 HIV 之相關性，甚至無法評估感染

計算得到結核病盛行率[1,10]。其中，疾病病

HIV 對結核病流行之影響程度[10,12]。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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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時間乃指疾病開始到結束的時間，也就是結

病發生率及結核病致死率的乘積(間接推

核病個案從發病到治癒的時間差。由於結核病

估)[11]。結核病致死率是指結核菌致人於死的

無明顯、具特異性的發病表徵，使得發病時間

能力，其定義為：同一個結核病追蹤世代中，

常因臨床症狀的顯現、個案是否延遲就醫、醫

因結核病而死亡的人數百分比[1,9,10]。結核病

師是否延遲診斷等因素而有所差異，所以，結

致死率容易受到是否實施都治計畫、是否接受

核病的病程時間難以精確計算[10]。

抗結核藥物治療、是否感染 HIV 等因素影響，

儘管如此，世界衛生組織仍試圖利用數學

而有不同的計算結果[1]。

模式估計出：結核病個案在未接受藥物治療的

痰塗片陽性的結核病個案，當未接受藥物

情況下，疾病的病程時間平均為 2 年；至於，

治療時，結核病致死的機率為 70%；而痰塗片

未接受藥物治療且合倂感染 HIV 的結核病個

陰性結核病個案，如未接受藥物治療，結核病

案，由於免疫力較差、容易因伺機性感染而死

致死率則是 20%[10]。至於，感染 HIV 的結核

亡，所以其病程時間較短，約為 0.5 年。此外，

病個案，若未接受藥物治療，其致死率更高達

都治計畫成效優異的國家(如美國、西歐地

90%[10]。因此，如果能儘早發現結核病個案、

區)，平均的病程時間為 0.8 年；而成效不彰的

提高個案發現率，及時給予抗結核藥物治療，

國家(如非洲地區)，則是約 1.5 年[10]。另一方

就愈能有效降低結核病致死率，使得結核病死

面，對於都治計畫未見優異成效的國家來說，

亡率能夠隨之下降[12]。

結核病病程時間的差異較大，自 1.0 年到 3.5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上述方法(1)以生命統

年不等，例如：新加坡約 1.0 年、香港約 1.0

計來直接估計結核病死亡率是最理想、最能直

年、日本為 1.3 年，而菲律賓約 2.5 年、印尼

接測量結核病死亡率的管道，主要原因在於：

則是 3.5 年[10]。

生命統計不僅能提供連續性、長期的趨勢資

由於結核病盛行率同時受到結核病發生

料，還能瞭解國家整體的結核病死亡率情形

率、疾病病程時間二因素的影響，所以，在解

[11]。世界衛生組織曾依據各國死亡通報資料

釋結核病盛行率的變動原因時，需要多加比較

的完整(completeness)、涵蓋性(coverage)等項

與留意。舉例來說，如果觀察到結核病盛行率

目，進行死亡統計資料之品質分析研究，其結

變高時，可能是結核病發生率增加了，也可能

果顯示：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新加坡

是疾病病程時間延長了；相反地，如果結核病

等國的死亡統計資料為高品質(high quality)，

盛行率的數值變低，可能是因為結核病發生率

南韓、菲律賓等國為中高品質(medium-high

下降了，或者，也可能是因為有效的藥物治

quality) ， 巴 西 、 俄 羅 斯 等 國 則 為 中 低 品 質

療，使得病程時間縮短[11]。

(medium-low quality)[14,15]。值得注意的是：22
個結核病高負擔國家中，僅菲律賓、巴西、俄

負擔推估指標：死亡率
死亡率的定義為：某一段觀察時間內，結
核病個案死亡人數佔族群總人數的比率；其

羅斯，具有較高品質、較穩定可靠的死亡統計
資料；中國、印度則只有部分地區的通報資
料，缺乏全國的整體統計[14,15]。

中，結核病個案死亡人數包含肺內、單純肺外

當生命統計制度愈完善、死因譯碼愈精準

的結核病個案人數[1,9,10]。我們可以利用三種

時，就更能不偏估計結核病死亡率[1]。在計算

方法獲知結核病的死亡率：(1)生命統計(直接

結核病死亡時，如能定期連結和參照比對

估計)，(2)死因調查的屍體解剖，(3)計算結核

(cross-referencing) 結核病個案世代資料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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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統計的資料，將有助改善兩者資料的品質

更於 2009 年提出估計全球結核病負擔的政策建

[11]。或者，亦可只計算『都治計畫覆蓋區的

議：(1)改善監測系統，使其能涵蓋所有新發生

結核病死亡率』，因為該指標的誤差最小，比

個案及死亡個案；(2)加強各國監控與評估結核

較能反映整個族群的結核病死亡分布[7,9]。

病流行的能力；(3)定期檢視與更新推估產生的
數據、使用的假設及分析方法[7]。

討論

由於大多數國家需要利用通報資料，推估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各國應儘量利用常規收

結核病的負擔情形(表)，因此，世界衛生組織提

集的通報資料，估計結核病的負擔指標(特別是

出評估通報資料品質的方法(圖一)，包含三個主

死亡率及發生率)[7,11]，所以世界衛生組織認為

要步驟：(1)評估通報資料的可信及完整度；(2)

各國應儘可能提高結核病通報資料的可信程度

分析通報資料的時間變動趨勢；(3)評估通報資

(reliability)，其次則為提高結核病監測系統的方

料的涵蓋度[7]。首先，在評估通報資料的可信

便 性 和 完 整 性 (convenience and completeness)

及完整度方面，透過檢視資料是否出現重複、

[10,11,16]。結核病監測系統是都治計畫實施項

錯誤分類、遺漏或缺失情形，進行資料內部及

目的其中一環，更是推動全球結核病防治方案

外部之一致性分析，瞭解通報資料是否具備可

(Stop TB Strategy)的重要核心項目，只要監測系

信、完整的條件[7,11]。其中，內部一致性指：

統愈有助於都治計畫的執行，就愈能準確估計

無論何時、何地，都會得到相同的通報資料結

出國內結核病的流行情況[1,10]。世界衛生組織

果；外部一致性則是指：通報資料結果，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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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現存的流行病學證據，例如男性個案人數多

第三步驟則是評估通報資料的涵蓋度

於女性個案人數、痰塗片陽性個案人數通常低

[7,11]，以瞭解通報資料是否已囊括所有結核病

於所有新案人數的 50%[7,11]。倘若，經過評估

個案[7]。我們可以進行捕獲再捕獲研究，或收

後，發現資料的可信及完整度不佳時，則必須

集醫療照護人員對通報定義的認知及實務行

設法改善監測系統。

為、法律對通報的規範及要求、民眾對醫療照

其次，下一步驟為分析通報資料的時間變

護的可近性等實證資料[7]，作為通報資料涵蓋

動趨勢，以評估通報資料的時間數列(time series

度的評估工具之一。此外，亦可運用洋蔥圖模

of TB notifications)是否能反應發生率的變化趨

式，找出所有可能漏報個案的流程；或者，勾

勢，或需要校正其它可能的影響因素[7,11]。通

稽比對通報資料是否與死亡登記系統的結果一

常評估某一段時間內，個案發現的成效是否出

致，以掌握通報資料的涵蓋程度。

現顯著變化、影響結核病發生的因素是否產生

另一方面，因為 HIV 及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變化、是否改變通報個案的定義、是否出現影

(multidrug-resistant tuberculosis, MDR-TB)的流行

響通報的歷史或政治事件等，瞭解通報資料是

情形，均會影響國家結核病的負擔程度，所以，

否能作為結核病防治成效、流行病學趨勢之評

世界衛生組織推估結核病負擔時，不僅常規計

價工具[7]。

算 HIV 陽 性 結 核 病 個 案 (all form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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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positive) 之 推 估 結 果 ， 更 於 2009 年 將

定聯繫窗口，定期主動提供台灣的結核病通報

MDR-TB 個案的推估人數，納入全球結核病負

資料，以利世界衛生組織掌握全球結核病負擔

擔之監控項目[7]。另外，世界衛生組織亦依據

之實際情形；(2)國內先行依照世界衛生組織公

「每年 MDR-TB 個案的推估人數≧4000 人」、

布的方法進行推估，並進一步考慮邀請世界衛

「MDR-TB 個案佔所有結核病個案的 10%以

生組織或國際上熟悉該指標推估的專家，針對

上」之二項條件[7]，訂出全球 27 個 MDR-TB

台灣的結核病負擔進行整體評估；(3)參照世界

高負擔國家，其中的 13 個國家亦為結核病高負

衛生組織的做法，常規監控「HIV 陽性結核病

擔國家(圖二)。

個案」之負擔推估指標及「MDR-TB 個案」之
估計人數。

結論與建議
國際結核病負擔指標不僅可以作為國內結
核病防治計畫的成效評估工具，如能定期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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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南部某醫院健康照護人員肺結核群聚感染事件
黃樹樺1、洪敏南1、游秋月1、黃意紋1、莊珮君2、
邱辰哲2、黃啟泉1、邱鴻英3、張朝卿1、林立人1
1.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五分局
2.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
3.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三分局
摘要

前言

在台灣，由於醫療環境的變遷及防治體系

根據疾病管制局統計資料，2007 年結核

的重整，約有五分之四的結核病患選擇在一般

病新發個案數計有 14,480 人，發生率為每十

醫療院所接受診治，健康照護人員暴露結核菌

萬人口 63.18 人［1］
。在台灣，大部分的結核

感染的風險因而增加。2005 年 8 月 12 日疾病管

病患者在未確定診斷之前，可能在醫療院所

制局接獲衛生局通報某醫院醫護人員疑似肺結

內散播結核菌而造成院內感染。無論是個人

核群聚感染，請求協助調查。在調查追蹤期間，

感染肺結核或院內群聚感染事件，感染源可

除指標病例外，有 1194 人接受接觸者檢查，19

能是病患、健康照護人員、訪客或其他外包

名健康照護人員符合結核病確診定義被通報。

人員，傳染的模式可在病患之間、病患與健

20 名確診病例中，男女比為 3：17，以胸腔內

康照護人員或健康照護人員之間發生，其中

科病房護士佔最多（65％）
；有 12 人出現症狀，

又以健康照護人員在照護病患過程中被感染

以咳嗽居多（11 人）
。胸部 X 光方面，有 14 人

最為常見［2-4］
。

異常但無空洞、1 人異常有空洞、5 人肋膜積水；

2005 年 6 月 18 日某醫院（以下簡稱甲醫

但僅有 7 人（35％）為實驗室診斷者。確定病

院）胸腔內科病房（16S）護士（指標病例）

例中，有 3 名胸腔內科病房護士與感染源的基

因腰酸背痛就醫，胸部 X 光（以下簡稱 CXR）

因型別相同、11 名未有菌株比對但有流病相

檢查發現異常無空洞，進一步接受支氣管鏡

關，經分析研判此 14 人可歸為同一件群聚感

檢查採樣做痰塗片耐酸性染色，結果為陰

染；其他 6 人因基因型別不同或無菌株比對且

性，因無法排除肺結核感染之可能，遂通報

無流病相關，故不予並列。本事件感染源為一

之。醫院依「肺結核院內感染控制指引」進

喉癌末期患者，可能因癌症與結核病某些臨床

行接觸者 CXR 檢查，陸續發現有數名健康照

表現，不易明辨而延遲發現。健康照護人員暴

護人員的 CXR 異常，或有咳嗽、疲倦、體重

露於結核病感染的風險遠高於一般大眾，更應

減輕等症狀，疑似肺結核群聚感染，遂通報

落實感染控制作為，對於任何呼吸道感染症狀

衛生單位介入處理。衛生主管機關立即成立

的出現，應提高警覺，絕對要將結核病感染的

疫情調查專家小組，研商疫調方向及期程；

可能性列入評估，及早發現及治療。

另組成病例研判小組負責病例的確定及分
類。

關鍵字：健康照護人員、結核病、群聚、感染
控制

本報告是台灣首宗醫學中心被證實健康
照護人員院內肺結核群聚感染事件，主要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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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何藉由流行病學調查及分子生物學檢驗

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判讀

鑑定，發現感染源及探討照護過程中可能之

及病例分類。成員包括 1 名放射診斷科、

意外暴露情境，做為醫院感染控制措施改善

2 名胸腔內科、3 名感染內科等醫師。

之參考。
結核病確定病例定義
背景資料

一、實驗室診斷條件：

甲醫院是一所位於市內的醫學中心，有

凡呼吸道檢體（如痰、肋膜液、組織切

合格的負壓隔離病房 40 床，總計住院床數

片）經結核菌培養陽性或抗酸菌塗片陽

1485 床，全院員工 3074 人（不含外包人員）。

性或組織切片顯示典型病理報告者［5］
。

胸腔內科病房床數 38 床，健康照護人員 37

二、臨床診斷條件：病人長期咳嗽、發燒、

人（不含短期輪調人員）
，包括護士 21 人、醫

體重減輕等症狀或 CXR 顯示為疑似結核

師 16 人。院方規定健康照護人員照顧病患時

病灶並經抗結核藥物治療後，其臨床症

必須至少配戴外科口罩；並依其職場之不

狀改善或 CXR 進步者［5］
。臨床診斷病

同，每年定期 1-2 次 CXR 檢查。對於接觸者

例須經專案小組判定。

或未經防護意外暴露者，則再安排 CXR 檢
查，但不執行結核菌素皮膚測試。如不幸感

群聚感染定義及病例分類

染肺結核，除接受抗結核藥物治療外，還必

一、群聚感染定義：

須暫停工作至少 14 天。

符合人、時、地等三項條件且至少有 2
例病例之菌株，經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

調查方法與工具
一、調查方法：回溯性追蹤研究。
二、調查期間：自 2005 年 8 月 12 日起至 2007
年 1 月 12 日（最後一例具流病相關個案

心進行結核菌菌株基因型別比對吻合者。
二、病例分類：
（一）基因型別相同者；
（二）無菌株比對但有人、時、地等流病

診斷日後一年內，未再有流病相關病例
被通報時結案）。

相關者；
（三）未符合前述二項者，為其他無法歸

三、調查對象：調查期間所有因指標病例接

類。

觸檢查後，符合結核病確定病例定義且
在發病前最後一次例行體檢的 CXR 正常
者。

結果
本事件共通報 20 名結核病確定病例

四、資料蒐集：以疾病管制局「結核病列管

（含指標病例）
，包括醫師 6 人、護士 14 人，

族群個案（醫院工作者）防疫措施調查

男女比為 3:17，平均年齡 27 歲（範圍 22-38

表」收集資料；將該院 2004 年 8 月至 2005

歲）
、工作年資 3.3 年（範圍 0.7-12.6 年）
（表

年 8 月胸腔內科、感染科門（住）診病患

一）
。這些確診病例中，CXR 異常但無空洞

名單與疾病管制局結核病資料庫勾稽，

者 14 人（70.0﹪）
、異常且有空洞者 1 人（5.0

並調閱病歷及實地環境調查。

﹪）、肋膜積水 5 人（25.0﹪）
。每名確定病

五、病例研判小組：針對個案及接觸者的

例的痰塗片檢驗數介於 1-3 套，痰塗片陰性

CXR、痰液檢驗結果（包括聚合酶連鎖反

但培養陽性者 4 人（20％）
、痰塗片及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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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相同）。

者 7 人（35﹪）
、臨床診斷者 13 人（65﹪）

本事件中，有 3 人基因型別相同、11

（圖一）。確診病例中，出現症狀者有 12

人無菌株比對但有流病相關（指標病例及案

人，單一症狀以咳嗽最常見（11 人）
；有 2

3、5-10、12-14）
，這 14 名確定病例可歸為

種（含）症狀以上者 8 人，其中以咳嗽加發

「同一件群聚感染」；其他 6 名確定病例因

燒居多（4 人）
。疫調期間，接觸者 CXR 檢

無菌株比對且無流病相關（案 15、19）或與

查 1194 人，正常者 1175 人，19 人異常被通

陳姓病人基因型別不吻合而無法歸類（案

報 ； 平 均 每 案 接 觸 者 檢 查 數 為 59.7 人

16、17、18、20）
。

（1-135）
。

從病歷及歷次病房排班表中發現，案

2004 年 8 月至 2005 年 8 月間共有門診

2、4、11 雖然不是病患甲之主護護士，但曾

13,758 筆、住院 1,055 筆資料與疾病管制局

在其住院期間擔任病房夜班組長，負責核對

結核病資料庫勾稽，結果發現有 15 名胸腔

和協助執行臨時醫囑、照護等工作，可能與

內科住院病患在住院一段期間後，被實驗室

病患有某種程度上的接觸。病歷記載 1949

證實為結核病病例，其中有 6 名病患的陽性

年生的病患甲於 2004 年 5 月被診斷喉癌第

菌株儲存在疾病管制局研究檢驗中心。與 7

四期，同年 11 月 4 日至 6 日連續三天採痰

名結核菌培養陽性者進行基因型別比對，結

做痰塗片及培養，結果均為陰性。2005 年 2

果發現有 3 名胸腔內科病房護士（案 2、4、

月 3 日因咳嗽、發燒、右中葉肺炎，入住胸

11）與病患甲之基因型別吻合、4 名結果不

腔內科病房。當時僅採一套痰塗片及進行檢

相同（案 16、17、18、20，彼此的基因型別

體培養，結果亦為陰性。2 月 6 日為便於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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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接觸者 CXR 檢查及細菌檢驗結果
切照護，移至治療室；2 月 14 日病情惡化，

護理站有 4 個進氣口，病房兩側走廊端各有一

CXR 出現空洞，疑似肺膿瘍；2 月 17 日在

台大型的抽風機；治療室和準備室各有 2 個擴

治療室接受胸部超音波引導穿刺術（Echo

散型進氣口，但都無排氣口。治療室及準備室

guided lung aspiration）採一套組織液做抗酸

的進氣口，經目視和煙流測試，其空氣流向均

菌塗片（結果為陰性）及培養。住院期間，

符合正常規範，向下、向室內四面八方導入。

病人歷經了不少會引發飛沫產生的治療措
施，包括抽痰、噴霧治療、喉頭鏡檢、氣管

討論

造口術…等。因家屬簽署安寧照顧，故一直

CXR 是診斷肺結核重要工具之一，也是

待在治療室，直到 3 月 1 日上午病逝。5 月

台灣非常容易取得的醫療資源。本事件接觸

13 日組織液結核菌培養及鑑定結果為 M.

者檢查和大部分的醫療院所一樣，僅進行

TB（Mycobactium tuberculosis）陽性，對第

CXR 檢查，有可能無法偵測到細微的變化。

一線抗結核藥物均有效。

當細菌學、病理學證據不足之情況下，有時

環境調查發現：該治療室位於護理站後
3

3

方，空間較單人房小（61.41 m vs. 37.13m ），
治療室左房門常關閉，右房門則不然（圖二）
。

僅就 CXR 檢查結果來判定接觸者有無發病繼
而給予治療，或許有過度診斷之可能（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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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右
左

圖二、甲醫院胸腔內科病房（16S）示意圖
diagnosis）和藥物濫用的情形發生［6-9］。研

型的結核病症狀。這些健康照護人員在當時

究報告指出健康照護人員暴露於結核病感染

可能並不在意，直到接觸者檢查和疫調時才

的風險高於一般民眾，在中低收入國家的健

被注意和發現。因此，健康照護人員對於任

康照護人員潛伏結核感染（latent tuberculosis

何呼吸道感染症狀的出現，絕對要將結核病

infection, LTBI）之盛行率為 33-79％［3,7,8］。

感染的可能性列入評估，尤其是在高風險區

對於醫院職場接觸者的調查或高危險群的定

域工作者，更應隨時做好自我的保護措施。

期篩檢，建議應增加其他的診斷工具來輔助

健康照護人員感染肺結核的發生率，依

CXR 檢查之不足，如結核菌素皮膚測試、

不同國情及研究調查結果而異，約為社區民

QuantiFERON-TB®血清檢測［3,7,9-12］
，以早

眾的 2-50 倍。其中又以胸腔科病房、感染科

期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或潛伏結核感染的可

病房、急診室等單位工作者較其他部門者高

能。

出 2.9-10.5 倍［3,4,8,12］
。研究報告指出，健
結核病症狀的表現因人而異且較無特異

康照護人員感染結核病的風險與年齡、工作

性，在初期會單純的以為是上呼吸道感染而

年資、職務有關；Alonso-Echanove 等人在危

不在意。除非 CXR 出現典型的結核病灶或持

險因子多變項分析中也發現，資淺是健康照

續三週以上的咳嗽、體重減輕等症狀，或曾

護人員感染結核菌風險增加的獨立危險因子

與結核病病患接觸之流行病學等佐證，提醒

［13］。本調查結果與前述研究類似，在 14

醫師高度懷疑結核病的可能，否則容易被忽

名護士中，其中有 5 人工作未滿 2 年，尤其是

視而延遲診斷。本調查發現，有 12 名確定病

三名基因型別相同者顯著低於其他感染者

例曾出現發燒、咳嗽、胸悶等呼吸道症狀，

（0.9 vs. 3.7; p=0.026）
。雖然年資的深淺與個

甚至有體重減輕、午後發熱、夜間盜汗等典

人暴露風險的高低可能有關，但也可能因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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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質和安全防護的應用而有所差異，或許

症狀和行為、環境空間大小和通風空調等因

不能概括論之。因為例行性的照護工作，亦

素影響［8,17］。又，據實地訪查結果，推測

可使資深者跳脫正常的標準作業程序而疏於

可能與健康照護人員個人安全防護裝備的穿

防範。又，在人力不足或照護量能超出負荷

戴和病患被移至治療室有關。病歷記載病患

的情況下，都有可能迫使健康照護人員暴露

在未被懷疑肺結核前，有 2/3 的住院時間被安

於感染風險中而不自覺。因此，年資的深淺

置在具有正壓條件的治療室內，接受一些會

是否為本次暴露感染風險之獨立危險因子，

誘發咳嗽、飛沫產生的檢查和治療。就環境

有待進一步研究。

感染控制而言，空氣流動的方向應從護理站

部分癌症與結核病在某些臨床的表現，

（潔淨區）流向各病室再排出戶外；更應就

往往是模糊或重疊（overlap）而不易明辨，也

病室不同的功能屬性進行空間之流程設計。

常誤導醫師降低對結核病的警覺性，或在未

在無排氣裝置的情況下，病患咳嗽或噴霧治

充分運用診斷工具下延誤診斷。住院病人一

療所產生的結核菌飛沫核可能在空氣中傳

旦發生延誤診斷結核病或未即時接受正確的

送，傳播的範圍將不僅限於此治療室內。清

抗結核病藥物，發生院內結核病感染的機率

淨與污染空氣動線交叉混合的結果，潔淨區

很高［14］
。就本次事件感染源-病患甲喉癌末

變成污染區，可能是本事件發生的原因之

期病人而言，雖然其 2004 年 11 月的痰塗片及

一。在此前提下，個人呼吸道防護裝備的正

培養結果均為陰性，但並不代表自此之後不

確使用，無疑是預防結核菌感染的最後一道

會被感染的可能。因疾病之故，個案常出現

防線。雖然醫院規定健康照護人員在工作

發燒、喘、咳嗽等症狀，但這些症狀也常見

中，應全面或長時間配戴適當的防護口罩，

於其他疾病，並不特殊。因此，當癌症、糖

但在執行上往往是知易行難，落實度不夠！

尿病、愛滋病…等病人有不明原因發燒或呼

綜合整體調查結果，我們推測該 3 名護士在執

吸道症狀時，健康照護人員應提高警覺懷疑

行書表職務、在準備室準備藥劑或在治療室

結核病感染的可能並應確實評估。雖然對於

照護病患甲的過程中，可能疏於呼吸道防護

瀕臨死亡的癌症或其他重症病人而言，在一

或不夠完善的情形下，遭受意外暴露而感

般抗生素治療 1-2 週後仍懷疑結核病時，給予

染；其風險的高低必隨著停留的時間及進出

抗結核藥物或許沒有太大的助益，但在降低

頻次的累積而增加。對於所有具呼吸道症狀

結核病的散播上絕對是有必要的［2,15-16］
。

的病人，我們強烈的建議不應被安排在無排

3 名護士（案 2、4、11）與病患甲之基因

氣裝置的病室內或潔淨區內執行呼吸道侵入

型別相同，顯示兩者之間有某種程度的暴露

性醫療措施，以避免醫護人員院內感染的發

和互動關係。調查發現，自病患甲移到治療

生。

室開始，至 3 人被診斷結核病止，發病時間均

胸腔內科病房結核病群聚感染事件，共

不到一年（約 6-7 個月）
。如同研究指出，距

有 14 人。這些人或許不是同時被病患甲感

離受感染的時間愈近，發病機會愈大；尤其

染，有可能是後來彼此相互感染，我們無法

是暴露感染後的前 1-2 年內發病率最高。然

判定之間先後感染的關係。儘管如此，可以

而，令人關切的是，她們是在什麼情況下被

肯定的是本事件的傳染模式應是病患與健康

感染？以結核病疾病史及傳染方式而論，具

照護人員或健康照護人員之間發生的。推究

感染性結核菌飛沫核的散播，受病患當時的

本群聚感染之可能原因有三：
（一）病患甲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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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iwan CDC. Guideline for the prevention of

延遲發現；（二）在病房潔淨區內設置治療

tuberculosis i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1st ed.

室，為病患執行誘導咳嗽、引發飛沫產生之

2004.

治療措施，造成飛沫核污染環境；
（三）健康

7.

CDC. Guidelin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照護人員的警覺性不足或個人安全防護措施

contacts

未落實。

tuberculosis. MMWR 2005; 54: 1-47.

本案雖然發生於疾病管制局 2007 年 5 月

8.

CDC.

of

persons

Guidelines

with

for

infectious

preventing

the

「疑似結核病群聚感染定義」修訂之前，有

transmission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關調查及追蹤時間係依循「疫情調查專家小

in health-care settings, 2005. MMWR 2005;

組」決議事項執行。這些確診病例均已經完

54: 1-89.

成抗結核病治療。本事件必須經由醫院、大

9.

Deute AH, Hoijng SP, Haas PEW, et al.

眾媒體、衛生主管機關三方面良性有效的溝

Clustered

通和互動，才能貫徹醫院結核病防治作為、

represent recent transmission and can they be

降低民眾及媒體的恐慌，遏止疫情之蔓延。

detected earlier?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tuberculosis

cases:

do

they

2004; 169: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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