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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未來與這致命的疾病奮戰時，面臨的 
          不再是未知的敵人，而是真實的細菌。   Robert Koch 





Global Tuberculosis Report 
WHO: 2012 

2011 

 8.7 million new cases of TB 

 1.4 million people died from TB 



台灣結核病的發生率與死亡率 
 2005 - 2011 



台灣結核病人年齡的變遷 
1957–2001 

                  J Formos Med Assoc 2006;105:25–30 



台灣結核病人的年齡分佈 
1957–2001 

新發生結核病人 結核死亡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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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自然史 

暴露感染
性飛沫 

未感染(70%) 

感染(30%) 

非特異性抵抗力 

適當 

不適當 

未發病(90%) 

免疫機能 

發病(10%) 

不適當 

適當 

“早期” 
進行性 
(5%) 

“晚期” 
活化性 
(5%) 





感染與發病 

 結核菌感染者只有

10~20%會發病，其餘

的人都平安無事度過

一生，因此「感染與

發病不同」這是向來

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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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的診斷 

 結核菌素皮膚測驗(Tuberculin skin test, TST)  

 丙型干擾素血液測驗(Interferon-γ release assays, IG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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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的診斷 
結核菌素皮膚測驗 

 台灣的結核菌素 

 丹麥製PPD RT23  

 劑量2 tuberculin unit (TU)/0.1 mL 

 Mantoux test 

 48~72小時之間判讀反應硬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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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的診斷 
結核菌素皮膚測驗 

 1986年以前出生的世代，多半接種過兩劑以上

的卡介苗 

 結核菌素皮膚測驗陽性：卡介苗？ 

 結核菌素皮膚測驗依賴健全的T細胞免疫功能 

 年長或T細胞免疫功能低下：偽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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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的診斷 
丙型干擾素血液測驗 

 利用結核菌特異抗原在體外刺激淋巴球產生丙型干擾素(M. 

tuberculosis specific Interferon-γ)，來判定是否有潛伏結核感染 

 減少卡介苗及環境中非結核分枝桿菌所帶來的偽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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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的診斷 
丙型干擾素血液測驗 

 檢驗仍有許多疑點尚待釐清 

 依賴T細胞免疫功能的健全性 

 判讀的切點選擇會影響診斷的敏感性與特異性 

 尚未被普遍使用 

 採檢後必須在數小時內上機的時間限制 

 價格昂貴 

 有機會成為診斷潛伏結核感染的主流 

 若有更多研究資料能證實此檢查結果與後續發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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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的治療 
合理性 

 
 潛伏結核感染：一生中約有10%機會發病 

 距離受感染的時間愈近，發病機會愈大 

 潛伏結核感染的治療 

 體內潛伏存活的結核菌數量並不多，此時若投予藥物治療，可有

效減少日後發病的機會 

 台灣地區近10年來的INH的原發抗藥性比率約10% 

 2008年4月以來，皮膚結核菌素測試陽性之接觸者兒童，接受潛伏

結核感染治療的世代追蹤顯示，4%的兒童接觸者之指標個案為INH

抗藥性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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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的治療 
治療藥物及治療期間: Isoniazid 9個月 

 
 INH每日劑量5 mg/kg治療1年，預防結核病的效果從25%至

92%不等；服藥順從性(adherence)較好的，預防效果達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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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的治療 
治療藥物及治療期間: Isoniazid 9個月 

 阿拉斯加的研究發現使用INH 6-12個

月來治療潛伏結核感染可達最好的

效果 

 超過12個月效果不會更好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目前以9個月治

療為主 

 2008年4月以來，皮膚結核菌素測試

陽性之接觸者兒童，”接受”九個

月潛伏性感染治療及”沒有接受”

治療，追蹤約半年到一年半不等之

後，發病率為0及812/100,000 

 減少96%的發病風險 

結核病診治指引 (第五版)第十章接觸者檢查及潛伏結核感染之治療 



潛伏結核感染的治療 
INH的安全性 

 美國在1971-2年間對約14,000位接受INH治療潛伏結核感染

的個案進行肝炎的大規模調查，發生肝炎者有1% 

 年紀愈大發生INH肝炎機會愈大，各年齡層比例分別為 

 小於20歲者0%，20-34歲0.3%，35-49歲1.2%，50-64歲2.3% 

 與病人原來是否有肝病，如嚴重的酒精性肝炎等有關 

 國內累計治療的兒童接觸者超過3000人 

 臨床因副作用導致停藥有34人，約佔10.7/1000 

 皮疹最多，超過50%：目前尚無嚴重藥物疹 

 肝炎：1.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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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治療 
其他考量 

 
 治療服藥順從性 

 美國1971-2年間約14,000位接受INH治療潛伏結核感染的個案中，只有22%完整領了

12個月的治療用藥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統計1990年全美接受潛伏結核感染治療者中，只有63% 依醫囑完

成治療 

 2002年時在美、加地區，9個月INH的處方，能完成6個月的為57% 

 美國舊金山，為改善完成率不彰的問題，提供潛伏結核感染治療個案都治關懷及

誘因，完成比例因此超過九成 

 結核再感染（Exogenous reinfection） 

 須排除活動性結核病 

 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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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治療 
結論 

 治療方式：INH每日1次口服，治療9個月 

 治療對象： 

 13歲以下兒童，曾與無INH抗藥性證據的傳染性結核病人(痰塗片或培養陽性或胸部

X光有空洞)密切接觸，無論BCG疤痕有無，TST反應≥ 10mm，且無臨床結核病證據

。 

 13歲至1986年1月1日以後出生的世代，曾與無INH抗藥性證據的確診塗片陽性且培

養為結核菌的指標個案接觸，且接觸者為共同居住，校園或密集機構之接觸狀況

，無論BCG疤痕有無，TST反應≥10 mm，且無臨床結核病證據。 

 醫護人員新近感染，TST反應陽轉(由過去的<10 mm轉變成≥ 10mm；或TST反應2年內

增加10 mm以上)，且無臨床結核病證據。 

 愛滋病毒感染者(HIV/AIDS) 和接受anti-lymphokines及其他免疫抑制治療者，TST反應≥ 

5mm，且無臨床結核病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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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治療 
提醒事項： LTBI治療之前，須先謹慎排除結核病 

 TB 接觸者 

 TT=3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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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結核感染治療 
提醒事項：留意INH的副作用 

 TB 接觸者, TT=17 mm 

 Before INH treatment 

 GOT:26, GPT:23 

 HBsAg(-), Anti-HCV(-) 

 1 month later 

 GOT:48, GPT:75 

 3 months later 

 GOT:66, GPT: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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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結核典型表現 

咳嗽 咳血 



結核病的臨床表現 

 結核病的臨床表現千變萬化

，初發病時往往沒有明顯或

特異性的症狀，且症狀過程

緩慢，時好時壞，甚至於侵

犯之器官不限於肺部，而使

診斷更加困難。 

 呼吸道症狀 

 全身性症狀 

 肺外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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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症狀 

 咳嗽是最常見之呼吸道症狀 

 特別是三週以上，初期無痰，接著開始有痰 

 咳血不常見 

 咳血並非表示一定是活動性結核病 

 病灶接近肋膜可引起胸痛 

 呼吸困難不常見，但可見於廣泛的肺結核 

 理學檢查通常幫助不大 

 早期時可完全正常 

 晚期時，偶可聽到囉音及支氣管音 

結核病診治指引 (第五版) 第三章結核病的診斷  



全身性症狀 

 最常見之全身性症狀為發燒 

 發生率達37%至80%不等 

 其他症狀：食慾不振、體重減輕、倦怠、夜間盜汗等 

 常見之血像變化為末梢血液之白血球數增加及貧血 

 白血球增加為輕度，但偶見leukemoid reaction 

 血鈉過低，比率可達10% 

 產生anti-diuretic hormone-like 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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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診斷 

 常伴有其他疾病，像糖尿病、慢性阻塞性肺病、

慢性腎衰竭、愛滋病、酗酒、癌症及藥癮(包括類

固醇及成份不明的中藥)等 

 必須與這些疾病之徵象及其合併症作鑑別診斷 

 容易造成診斷錯誤與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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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外症狀 



Clinician Does not Suspect the Diagnosis 

 Delay Detection of a Case of TB 



All Persons with Otherwise Unexplained Productive Cough Lasting 

Two–three Weeks or More Should be Evaluated for Tuberculosis 



 Pulmonary tuberculosis nearly always causes abnormalities on the 

chest film                                                                                  ATS/CDC 2000 



典型的肺結核胸部X光表現 

 好發於B1 (upper lobe, apical segment)，B2 (upper lobe, 

posterior segment) & B6 (lower lobe, superior segment) 

 常為多發性 

 常為散在性 

 影像濃度較濃，感覺較黏 

 常呈濃淡不均，新舊雜陳 

 易開洞 



典型的胸部X光(1) 



典型的胸部X光(2) 



非典型的胸部X光(1) 



非典型的胸部X光(2) 



非典型的胸部X光(3) 



非典型的胸部X光(4) 



非典型的胸部X光(5) 

Miliary TB 



CXR:活動性判定 

 胸部X 光影像可用來幫助判斷肺結核是否屬於活動性肺結

核，但仍存有相當的不確定性 

 活動性肺結核可見濃淡不均且邊緣不清楚的肺實質病變、

壁較厚的空洞性病灶、支氣管性肺炎、粟粒狀病變、肋膜

積水及與舊片比較，有肺實質病灶之新變化 

 陳舊性非活動性肺結核，則常見密集的硬結伴隨鈣化點，

這些小硬結也常伴隨不同程度之纖維化結疤病灶分佈於肺

上葉，同時亦可見肋膜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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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R 

 No pathognomonic radiological signs 

 Regardless of how suggestive the images may seem   IUATLD 

 Abnormalities on chest radiographs may be suggestive of, 

but are never diagnostic of, TB 

 Cannot confirm diagnosis of TB                                          CDC 

 胸部 X 光檢查在肺結核的診斷上有極重要的角色，但由於肺結核影像

變化的多樣性，因此，在肺結核的診斷上仍有其限制。特別是老年人

伴隨多種慢性疾病時，常導致較不典型的胸部X光影像表現。 

 臨床醫師必須隨時提高警覺，對於任一胸部X 光影像皆應考慮肺結核

存在的可能性，並進行適當之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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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 

 胸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比傳統胸部X光敏感 

 偵測是否有胸部X光不易發現的tree-in-bud及micronodules

等病變，能提供有用的診斷資訊 

 並非所有肺結核病人皆需進行胸部電腦斷層掃描

檢查 

 對於胸部X光變化不明顯 

 診斷不明確且會影響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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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21 y/o 
Pulmonary TB [Smear (-) and Culture (-)] 



Male, 61 y/o 
MDR-TB (Multidrug-resistant TB) 



Female, 23 y/o 



All Persons with Chest Radiographic Findings Suggestive of 

Tuberculosis Should Have Sputum Specimens Submitted for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Standard 

 All patients (adults, adolescents, and children who are capable of 

producing sputum) suspected of having pulmonary tuberculosis 

should have at least two sputum specimens submitted for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in a quality-assured laboratory. When 

possible, at least one early morning specimen should be obtained. 

 



Acid-Fast Stain 

 The most rapid method for 

determining if a person 

has tuberculosis 

 Identifies the most likely 

transmitters of infection 

 



 Low sensitivity 
 5,000 to 10,000 bacilli per milliliter                     ATS/CDC 2000 



False-positive Readings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Acid-fast Bacteria Seen on 

Smear 

  M. tuberculosis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 NTM ) 



分枝桿菌培養 

 所有懷疑結核病人必須進行分枝桿菌培養 

 培養比鏡檢更敏感，每mL標本10至100隻細菌即可偵測

到 

 分離之分枝桿菌需作菌株之鑑定 

 培養之結核菌可提供藥物感受性試驗 

 培養之結核菌可提供基因之分析，以作為流行病學及

院內感染、實驗室交叉污染之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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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e: 10 to 100 organisms per milliliter     ATS/CDC 2000 



Liquid Media Systems  

 The use of liquid media systems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in less time than solid media 

 should be available in all laboratories that perform  

    culture for mycobacteria 

 

 培養分枝桿菌時 

 最好是選擇液體培養基再加上LJ 斜面 

 

 

 

 





Positive MGIT=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 



Increasing Incidence of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Taiwan, 2000-2008 

Emerg Infect Dis 2010;2:294-6 



Positive MGIT=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 

 The recovery of mycobacteria was accelerated with the 

MGIT system 

 Only of partial benefit if it could not be accompanied by rapid 

species identification                            J Clin Microbiol 2000; 38: 960-4.  



Updated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s in the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Sensitivities and Specificity of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Methods 

 Amplicor 

 Smear-positive: sensitivity 97%, Specificity >95% 

 Smear-negative: sensitivity 40-73%, Specificity >95% 

 AMTD 

 Smear-positive: sensitivity 92-100%, Specificity >95% 

 Smear-negative: sensitivity 40-93%, Specificity >95%       

 

Eur Respir J 2005; 26:339-350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Assay  
Background 

 Compared with AFB smear microscopy 

 Greater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95%) with AFB smear-positive specimens in 

settings in which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are common 

 Ability to confirm rapidly the presence of M. tuberculosis in 50%–80% of AFB 

smear-negative, culture-positive specimens 

 Compared with culture 

 NAA tests can detect the presence of M. tuberculosis bacteria in a specimen 

weeks earlier than culture for 80%–90% of patients suspected to have 

pulmonary TB whose TB is ultimately confirmed by culture 

 



Updated Recommendation 

 NAA testing become a standard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id in 

the initial diagnosis of patients suspected to have TB, rather than just 

being a reasonable approach 

 NAA testing should be performed on at least one respiratory 

specimen from each patient with signs and symptoms of pulmonary 

TB for whom 

 A diagnosis of TB is being considered but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The test result would alter case management or TB control activities 



核酸增幅檢驗的適應症 

 對於任一位臨床高度懷疑肺結核但尚未被確認或

檢驗結果可能會改變處置的疑似病人，必須考慮

進行NAA 檢驗 

 對於低度懷疑肺結核之病人，則並不建議進行常

規的NAA 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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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結核的診斷重點及流程 

 任何疑似肺結核病人，臨床醫師必須儘可能取得細菌學檢

查陽性的證據  

 細菌學檢查陰性的疑似肺結核病人，並不能完全排除肺結

核的可能性 

 若病人有典型的肺結核臨床表現及胸部X光變化，經完整的檢查與

評估後，再投予抗結核藥物治療；即使是痰耐酸性染色鏡檢及培

養均為陰性，觀察其治療後之臨床及胸部X光反應，仍應足夠作為

診斷之依據 

 對於胸部X光檢查並不符合肺結核典型變化但塗片耐酸性

染色鏡檢為陽性者，務必進行NAA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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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TB chemotherapy: Three Basic Principles 
Never add a single drug to a failing regimen 

 Multiple drugs to which the 

organisms are susceptible 

 The drugs must be taken 

regularly 

 Therapy must continue for a 

sufficient period of time 

 

 

 ATS/CDC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1994;149:1359-74 

  



結核病的治療 

 本章選擇針對臨床可能遇到的狀況，提出明確的建議處方。這樣雖然

方便應用，但也犧牲了不可或缺的彈性。此外，臨床實務的牽連很多

，不能每種情況都找到實證的處方，部分建議只能算是專家的意見。

因此本章建議的處方及治療時程，應該解讀為一般情況下的較佳選擇

，而不是絕對不可改變的唯一選擇。 

 有時指定的藥在病人治療的過程中發生副作用，無法用足建議的時程

；有時因為病情特殊無法使用指定的藥、或換成別的藥將更適合病人

；有時考慮病情的輕重不一，在這些不同的情況下，醫師可以為病人

量身設計處方，保留治療的彈性。但是這種調整，請務必和疾病管制

局推薦的專家共同討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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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結核病人的治療處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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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不曾治療過的病人 

 一個月以30天計算 

 病人一天吃1次藥 

 可以選擇在一天的任何時間吃藥，不必強調空腹 

 視臨床的整體狀況決定ethambutol是否全程使用 

 即使藥敏試驗結果為isoniazid、rifampin有效的病人，主治醫師仍可

根據病人的治療情形決定不停ethambutol 

 對於病灶輕微，認真查痰都是陰性，菌量不多的病人，如果治療

的反應很好，雖然沒有藥敏試驗的結果，可以考慮停用ethambu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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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不曾治療過的病人 

 推薦固定成分複方藥 

 INH + RMP + PZA 可用

Rifater 取代；INH + RMP 

可用Rifinah 取代。  

 

 推薦固定成分複方藥 

 INH + RMP + PZA 可用

Rifater 取代；INH + RMP 

可用Rifinah 取代。 

 INH + RMP + PZA + EMB 

可用AKuriT-4 取代；INH 

+ RMP +EMB 可用AKuriT-

3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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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抗結核藥物 

結核病診治指引 (第五版) 第六章結核病的藥物及藥物交互作用 



各類結核病人的治療處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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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2種以上一線藥抗藥 

 治療2種一線藥抗藥的病人常會用到二線藥，因此要有下

列資源到位。醫師如果沒有這些資源，應接受衛生單位的

建議，儘快把病人轉診到疾病管制局指定的醫療團隊 

 經驗豐富的結核病醫療團隊，包括醫師、個案管理師、護理人員

，並搭配其他相關專業如社會工作人員等 

 能操作高品質藥敏試驗、菌種鑑定的結核菌實驗室，且與國家結

核菌參考實驗室密切合作，並定期接受外部品管 

 抗藥性及慢性病人如需住院，應收在設有完善院內感染控制的病

房，防止抗藥性結核菌在醫院內部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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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停藥 

 藥物的組合、劑量符合指引的要求、或經疾病管制局推薦的專家認可

；且 

 病人規則服藥；且  

 治療的時間滿足建議的時程；且  

 符合下列條件：  

 開始治療時痰塗片陽性的病人，在治療過程中至少1次痰塗片陰性且最後1

個月痰塗片陰性。塗片無法陰轉的病人必須證明是非結核分枝桿菌或死

菌  

 開始治療時痰培養陽性的病人，在治療過程中至少1次痰培養陰性。培養

無法陰轉的病人必須鑑定是非結核分枝桿菌  

 治療全程痰塗片培養都陰性的病人，在治療過程中胸部Ⅹ光進步或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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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停藥 

 初次治療的病人如果在治療滿2個月時痰培養仍然陽性 

 抗藥、或服藥順從性不佳 

 考慮延長3到6個月 

 治療免疫力不好（如糖尿病、腎功能不全、接受抑制免疫

力藥物治療等等）、胸部Ⅹ光病灶嚴重、或痰陰轉較慢的

病人，主治醫師可依據病人的臨床狀況，考慮延長治療的

時間 

 初次治療的病人，如果合併HIV 感染，一律延長處方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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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期間之監測與副作用之處理 

 當病人開始接受抗結核藥物之後，診治醫師應在治療過程

中，定期安排追蹤檢查，以評估病人的臨床反應與治療成

效，同時早期發現並及時處理藥物的副作用，以提高治療

的成功率。 

 結核病治療過程中發生藥物副作用，常造成病人無法持續

治療或不願規則服藥，這些都是導致治療中斷與抗藥性產

生的主要原因。因此，無論病人抱怨的副作用如何微不足

道、多麼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只要足以影響病人服藥意

願，診療醫師即應認真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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