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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結核病主要是由結核菌群引起的傳染病，是臺灣個案最多的傳染病也是公共衛生

上嚴峻的挑戰，細菌學的研究檢驗為防治上重要關鍵之一。有鑒於結核菌生長緩慢及

生物危害等特性，世界衛生組織自 2006 年開始，陸續建議數項新發展的結核病診斷技

術與工具及運用政策與指引，如：結核菌液態培養法、側向流量免疫層析檢測法及分

子生物快速鑑定與抗藥性檢測法，引導結核病診斷與治療策略的重大變革；此外，也

由於結核菌全基因序列完成後，發展出的數種基因偵測及分型技術，大幅增進公共衛

生上的調查力度。疾病管制署依照實驗室安全等級及檢驗量能分級，視病人類別及檢

測項目，依循評估、導入及推廣等階段，視資源逐步將各項新技術運用防治實務上的

檢驗流程中，全面改善與提昇台灣結核病檢驗服務，以期更符合疾病防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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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菌群與結核病 

結核病在臺灣是法定傳染病，其病原菌是結核菌群(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complex, MTBC）。 早於 1882 年 3 月 24 日由德國醫師羅伯特柯霍(Dr. Robert Koch)成功

的以顯微鏡觀測到體外(in vitro)培養出的結核菌。世界衛生組織預估 2012 年全球的 860

萬例結核病患中，有 570 萬例(66%)為未經過治療的新案，有 45 萬例(5.2%)為多重抗藥

性結核病患。總共有 130 萬人因為結核病而死亡。由於，愛滋病毒感染/愛滋病(HIV/AIDS)

的盛行，造成約有 110 萬人共同感染愛滋病毒及結核菌〔1〕。此外，結核菌對抗結核

藥物產生多重及超級抗藥性，使得可使用適當治療藥物變得有限或甚至於無法治療。

已有 92 個國家通報超級抗藥性結核病例，約占多重抗藥性結核病患的 9.6% 〔1〕。再

者，結核病係藉由空氣傳播，感染源阻斷不易。臺灣施行結核病防治計畫已經超過五

十年，疾病盛行率和死亡率雖有明顯下降，卻仍有許多新的病例產生，至 2012 年仍有

12,336 確診的結核病個案。因此，結核病在臺灣仍是一項急待解決的公共衛生問題〔2〕。

細菌學檢驗是有效防治結核病的基本要件之一，全世界結核病的實驗室診斷尚存嚴重

缺點，例如現行的檢驗方法需要數週才能得到確認的 終結果，致使病人等待期間可

能得不到治療或接受無效的治療、導致抗藥性的產生，並使病人在社區內持續傳播結

核菌。有鑒於結核菌生長緩慢約 20 小時分裂一次的特質及傳統檢驗方法耗時的限制，

可藉由交叉運用快速檢驗方法，早期發現結核病患、佐助醫師進行臨床診斷與治療效

果評估，更使結核病的防治策略，有科學實證基礎。緣此，衛生體系提供結核病臨床

檢驗機構的服務量能與報告時效性，直接攸關結核病個案發現、短程直接觀察治療

(Direct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Course, DOTS)、阻斷傳播鏈等成效。因此，結核病檢驗

與效能成為國家結核病防治方案(National Tuberculosis Program)中重要課題之一。 

結核病實驗診斷技術與實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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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檢驗技術與方法  

一般結核病的傳統檢驗包含四種項目：顯微鏡檢查、細菌培養、菌種鑑定及抗藥

性試驗(drug susceptibility testing)。全球大多數資源有限國家仍然只在使用 120 年前，就

已經發明的非常老舊塗片鏡檢技術。鏡檢結果能迅速提供抗酸菌感染的初步診斷，後

續能監測病人接受治療的進展，亦可作為直接藥物感受性試驗時稀釋倍數的參考。該

方法的敏感度對於一般檢體僅有 40%至 60%，每毫升中抗酸菌數約需有 5,000-10,000 才

能由塗片鏡檢驗出；若為孩童、結核菌群及愛滋病病毒共同感染者的檢體，則降低到

20%。此方法的準確性與檢體品質及細菌量、人員訓練及工作態度相關。此法敏感性與

專一性不高。再者，鏡檢方法需要病人回診時再送回後續痰檢體的做法，病人必須負

擔回診交通及掛號等額外費用，可能導致無法完成標準診斷，也因此造成病人流失而

延遲必要的治療。至於細菌培養方法與鏡檢比較則較為敏感，敏感度為 80%至 85%，

特異度為 98%。但是固態培養法的使用，仍需耗時 4 至 8 週。遑論結核病的確診仍然

需要經過菌種鑑定的步驟，若實驗室所使用生物化學方法，需要再等待約 3 週不等。

一旦經鑑定為結核菌群後，則需要再進行為期 4 週的抗藥性試驗。 

新一代發展的實驗室臨床檢驗技術及方法，須具經濟效益及容易被臨床實驗室運

用於例行性檢驗的特性。世界衛生組織已於 2006 年至 2010 年間推薦數種新檢驗技術： 

(1) 液態培養系統：2006 年獲世界衛生組織推薦使用。技術為利用螢光偵測細菌產生

耗氧情形，以判定陽性培養與抗藥性結果〔3〕。因為商業化產品周邊耗材與試劑

產品是由特定公司專屬供應，設備與培養基相對昂貴。疾病管制署規範亦均要求

臨床檢體同步使用固態及液態培養基進行培養，以增取檢驗時效及提高陽性率。

目前也已被認可實驗室採用。就檢驗時效而言，將可大幅縮短陽性檢驗結果由 6

週縮短至 2 週(7 至 14 天；陰性結果需觀察 42 天)，並可提高培養陽性率；然必須

要注意液態培養污染率高的缺點，建議控制在 7%至 8%。至於抗藥性檢測部份，

液態培養系統抗藥準確性，依藥物仍有一定的不準度。也因為含藥物試劑組售價

昂貴，目前臺灣只有少數臨床檢驗實驗室採用。 

(2) 菌種鑑定試驗：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7 年建議使用，設計概念為條帶式的菌種鑑定

(strip speciation) 技術。主要運用於液態培養的陽性培養液，先經鏡檢確認內含抗

酸菌後，再以側向流量免疫層析檢測法（immunochromatiographic test, ICT）偵測是

否含有結核菌群分泌的特定 MPT64 抗原，可在 15 分鐘內完成試驗及判讀。雖然

容易操作，但由於加熱不活化菌液檢體會破壞蛋白質結構，必須以活菌檢體進行

檢測，故必須在負壓的環境下執行。此技術已由參考實驗室完成評估並推廣臨床

實驗室使用，報告時間指標已縮短至 7 天，大幅提昇時效性。必須注意有些結核

菌群，如 Mycobacterium bovis 亞株，不具有本試劑所依據設計的 MPB64 抗原；而

且，如果結核菌群在 mpb64 基因發生變異，有可能產生偽陰性。然而，不同商用

廠牌會與少數非結核分枝桿菌會有交差反應。所以，建議針對檢測陰性檢體，後

續觀測固體培養基上的培養結果，並以分子生物方法進行 後鑑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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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子抗藥性檢驗：包括利用分生線性探針檢測法(line-probe assay)分析抗藥性基因的

突變點的 INNO-LiPA Rif.TB (比利時 Innogenetics NV 公司)及 GenoType
®
MTBDRplus 

(德國 Hain Lifescience GmbH 公司)；及以即時聚合酶連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為主的 Xpert MTB/RIF (美國 Cepheid Inc.公司)。以上試劑費用昂貴，

亦需要有適合的硬體設施，人員操作技術要求高，需注意避免因為檢體間污染造

成偽陽性。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8 年，建議推薦使用 GenoType
®
MTBDRplus 1.0 商品

化試劑組於多重抗藥(至少對 isoniazid, INH 及 rifampicin, RIF 產生抗藥性)結核菌群

之快速檢測。適用範圍為陽性培養菌株或痰塗片陽性檢體〔5〕。該試劑將主要與

INH 及 RIF 抗藥有關的基因(包括 rpoB、katG 及 inhA regulatory region)突變位點設計

成探針，用以檢測經由 PCR 放大的結核菌群核酸是否具有對應的抗藥基因突變，

以判定是否具有藥物抗藥性。2010 年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推薦使用 Xpert MTB/RIF

試劑，其可於 2 小時內同時完成結核菌群鑑定與 RIF 抗藥性檢測。該試劑乃將結

核菌群特有的 16S 序列及與 RIF 抗藥有關的 rpoB 基因突變位點設計成探針，進行

專一性偵測。雖然設備及試劑昂貴，但是技巧門檻低易於操作，唯一人工操作步

驟是添加檢體的處理試劑。結果顯示 Xpert MTB/RIF 試劑檢測方法，於第一套痰檢

體中檢測塗片陽性培養陽性和塗片陰性培養陽性的敏感性，分別為 98.2%和

72.5%，專一性為 99.2%；相較於傳統藥物感受性試驗，Xpert MTB/RIF 試劑檢測方

法對 RIF 抗藥的偵測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 97.6%和 98.1%。此方法不會受到非

結核分枝桿菌的干擾〔6〕。 

 

此外，運用基因體學以多種不同結核菌群基因標的 (genetic marker) ，已發展出數

種基因分型方法。目前，IS6110 限制酶片段長度多型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 方法為結核菌群基因 終分型判定的標準〔7〕。然而，由於 RFLP

需先經細菌培養以獲得足夠的 DNA 量才可執行，所需時間較長且步驟繁瑣；並且對於

低 IS6110 套數 (copy number) 的菌株其 RFLP 鑑別力 (discriminatory power)較低。因此，

利用 PCR 進行的分析方法，如：間隔寡核酸分子分型法(spacer oligonucleotide genotyping, 

spoligotyping)〔8〕及結核菌散置重複單元-可變重複序列(mycobscterial interspersed 

repetitive units-variable number tandem repeats, MIRU-VNTR)〔9〕等可縮短鑑別時間，並可

同時進行大量檢體之分析。然而，spoligotyping 對菌株鑑別力 低，而 MIRU-VNTR 則

因為全球地理區盛行的菌株基因型有異，因此尚未達成 後使用基因位點組合標準化

的共識。所有基因分型結果後續以 Bionumerics (比利時 Applied Matts 公司) 分析軟體進

行影像或數字形式的資料儲存，並以 unweighted pair-group method using arithmetic averages 

(UPGMA)演算方法分析相似性，將具相似基因型之結核菌群分類，定義菌株基因型以

建立病患菌株基因資料庫，再與流行病學資料連結，製成可供比對型式的數位化資料

與資料庫。建立基因相關生物資訊資料庫，可以菌株的基因型別追蹤結核病的流行趨

勢與傳播型態，瞭解結核病分子流行病學，若能連結臨床資料進一步綜合分析，則可

供制定結核病防治政策參酌。 

 



第 30 卷 第 6 期                           疫情報導                                          121            

 

實務應用 

台灣的結核病臨床檢驗架構及健保經費給付制度完善，臨床結核病檢驗方法學

上，疾病管制署除了使用行之有年的傳統技術外，也已推廣液體培養系統與快速 ICT

鑑定技術，認可實驗室有 69.2%於 21 天完成培養報告及 94.6%於 7 天完成鑑定報告，

大幅縮短原有固態培養 30 至 35 天及生物化學鑑定方法 21 天的報告時效性。此外，

抗酸菌塗片顯微鏡檢查 24 小時(扣除非工作日)達成率 99.1%，抗藥性試驗 28 天達成

率 89.4% 〔 10 〕 。 但 是 ， 由 於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推 展 的 商 業 化 分 子 檢 測 項 目

(GenoType
®
MTBDRplus 及 Xpert MTB/RIF) 受限於設備與試劑昂貴、硬體設施標準與

操作人員技術等因素，目前疾病管制署僅能針對特定族群，如：治療失敗、失落及

復發個案、多重抗藥結核病接觸者、特定山地鄉疑似結核病個案、居住於高結核病

負擔國家超過 1 個月及群聚事件個案等，進行痰檢體快速篩檢。 

  至於疾病管制署參考實驗室則提供一般實驗室未能例行性執行的臨床檢測項

目，例如：(1) 二線藥物抗藥物試驗及監測：針對多重抗藥或 RIF 抗藥的結核病個

案提供共 13 種二線藥物檢測；(2) 抗藥性分子快速檢測：於 2007 年，開始使用

GenoType
®
MTBDRplus 及抗藥相關基因定序進行多重抗藥結核個案菌株的複驗。並且

於 2010 年，依檢驗政策需求正式納入例行檢驗項目，提供公共衛生上各式需求的快

速痰檢體檢測；(3) 牛型結核菌感染個案的診斷：利用分子生物檢驗技術，加強從

事畜牧業者或有動物接觸史通報個案的鑑別診斷及監測〔11〕；(4) 卡介苗副作用

檢驗及監測：配合 5 歲以下通報肺外結核病個案進行鑑別診斷，以提供治療及相關

委員會處置參考依據〔12〕；(5) 結核菌盛行菌株監測：利用基因分型方法，分析

臺灣結核菌時序與空間特性，瞭解是否有特殊未明傳播及境外移入個案〔13〕；(6) 

實驗室疑似污染事件調查：利用基因分型方法，配合病審結果進行污染確認；(7) 結

核病群聚事件調查：利用基因分型方法，配合疫情調查結果進行群聚確認及監測

〔14〕，並將監測結果轉知權責組與疫調單位，並已將結果納入結核病管理系統，

將搭配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以監測群聚的變化及確認未

察覺的群聚事件，積極防止可能傳播等。 

 

未來展望 

新的實驗室檢驗工具與方法在推廣至臨床運用，必須經過臨床適用性及經濟效益

度評核階段。除了也需要龐大的資源、協調、合作及創新思維外，執行面更需要有充

分科學證據、完備檢驗發展規劃、瞭解 後確診報告的時效性、確保所需的經費、持

續的供應鏈、完備的法規及品管系統，及考量安全性、人力資源與訓練及標準操作程

序的制定等。期望藉由發展及運用快速、簡易且正確的優質檢驗，可引導制定適當且

有效的結核病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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