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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溯性方式分析英國2009年到2013年結核病追蹤管理系統的資料，探討英國的醫療工作者因為

職業暴露所增加結核病風險的現況。

研究發現: 本研究分析了2320位發生肺結核的醫療工作者，其中85% 出生在國外。醫療工作者的結

核病發生率是23.4人 /10萬人口，而非醫療工作者的結核病發生率是16.2人 /10萬人口。在將出生國

的因素考慮進去之後，在英國出生的醫療工作者並沒有增加結核病發生的風險。在使用結核菌株基

因分型資料分析後，只有發現10例醫療工作者的結核病與院內傳染相關，而其中只有兩例傳染給病

人。

醫療工作者過去被認為是潛伏結核感染與發病的高風險族群，但研究顯示英國的醫療工作者並沒有

因為醫療上的暴露而增加結核病發病的風險，所造成的結核病的傳播也非常少，臺灣的現況 得我

們進一步的分析。

研究目的：

可能應用：

1

本研究以隨機分派方式，探討1.  合併痰液Xpert-MTB/RIF及Determine TB LAM 尿液檢測，2.傳

統痰液抹片檢 ，比較兩種方法在非洲TB與HIV高盛行地區進行大規模社區篩檢的效益。

在研究期間共有 9 7 5位受試者參與研究，7 4人確診為結核病。使用合併X p e r t - M T B / R I F及

Determine TB LAM的組別有較多的病人因為篩檢陽性提早進行治療  (86% vs.  56%, p=0.0047)，

但是只有一個病人是因為LAM檢測陽性而開始治療。

雖然一直都有相關研究探討使用尿液檢測進行結核病人的篩檢或診斷的臨床效益，但與現有的

Xpert-MTB/RIF相比，LAM尿液檢測作為診斷工具的實用性仍有相當的不足。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可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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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的研究顯示維他命D缺乏是結核病發病的危險因子，而日光中的紫外線B光是人體製造

維他命D的重要來源。這個以全球各國為基礎的研究，分析2004~2013年間日光中的紫外線B光暴

露及其他重要臨床因子對不同國家結核病發生率的影響。

研究發現 :在全球154個國家的分析中，每年的紫外線B光暴露量與結核病的發生率有相關。在校

正了其他重要的相關因子後，紫外線B光暴露量前四分之一高的國家的結核病發生率比紫外線B

光暴露量最後四分之一低的國家低了78%(95% CI 57-88%, p<0.001)，在造成結核病發生率全球

差異的因素中，有6.3%與紫外線B光年暴露量的差異有關。而在同一國家不同地區的次分析中，紫

外線B光暴露量也跟結核病的通報率有類似相關。

目前結核病的治療主流仍然是抗生素的治療，維生素D也許有輔助治療的效果，在結核病高風險

的族群使用維他命的預防性治療值得進一步的研究。但對於像台灣這樣日照充足的國家，維生素

D的角色也許相對有限。

研究目的：

可能應用：

3

比較使用標準處方 (包含標準劑量 r i fampicin 10 mg/kg/day)與加強治療處方 (前8周使用包含高

劑量 r i fampicin 15 mg/kg/day 與  levofloxacin 20 mg/kg/day)  治療敏感性結核腦膜炎 (TBM)與

抗藥性TBM的治療結果差異。

在所有322位有已知的藥物敏感結果的病人中，Isoniazid抗藥的病人有86人 (26.7%)，多重抗藥性

結核則有 1 5人 ( 4 . 7 % )。多變數分析顯示合併多重抗藥性結核感染是死亡的獨立預測因子，

Isoniazid單獨抗藥的病人則會增加新發生的神經病變或是死亡。調整後的Cox regression分析顯

示使用加強處方治療可以顯著的改善 i soniazid抗藥TBM的死亡率 (HR,0.34[95%CI,0.15-0.76],P 

=0.01)

本研究顯示早期使用加強處方可以改善 i son iaz id抗藥TBM病人的死亡率。單獨 i son iaz id抗藥的

結核病人並不少見，使用一般的治療處方也大致有不錯的療效，但針對定疾病嚴重度較高的單獨

isoniazid抗藥的結核病人，使用特殊的加強處方有可能是需要的，也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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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鳥型分支桿菌(MAC)感染病人痰液中持續培養陽性代表持續感染。本研究依據肺部MAC感染病

人是否超過一年仍然持續痰液培養陽性將病人分為持續陽性(MAC-PP)與陰轉 (MAC-NC)兩組，並比

較兩組病人肺部侵犯與開洞性病 惡化的情形。

在126個病人中，有60%的病人為MAC-PP的族群，與MAC-NC相比，MAC-PP的病人有較高的機

會出現影像學的惡化  (OR 3.32)，與MAP-PP相關的臨床因子包括低BMI，影像學上出現支氣管擴

張與結節性病 與高價數的抗酸性抹片。與影像學持續惡化相關的因子則為MAC-PP，高價數的

抗酸性抹片與未進行治療。

肺部MAC病人痰液持續陽性會增加影像學上惡化的風險，持續痰陽且合併其他危險因子的MAC

病人認應該認真考慮進行治療。臨床上肺部MAC病人越來越常見，但我們對於何種病人需要進行

治療仍缺乏大型的研究及本土的資料。了解容易發生疾病持續惡化的危險因子有助於我們及早找

出需要積極治療的病人。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可能應用：

6

目前對於使用bedaqui l ine治療MDRTB 及  XDRTB仍然缺乏大型的臨床實務研究。本回溯性研究

包括了五大洲15個國家，目的是評估臨床實際使用包含bedaqui l ine 治療處方的安全性與有效性。

本研究收入428個使用含bedaqu i l i ne處方的MDRTB病人，其中45 .6%為XDRTB，病人30天，60

天，90天與治療結束時的痰液培養陰轉率分別為30.1%, 56.7%, 80.5%與91.2%，痰液抹片與培養

陰轉的平均天數分別是34 (30-60)與  60 (33-90)天，在247個結束治療的病人中，71.3%為治療成

功  (62.4%治癒，8.9%完治 )，另外有13.4%病人死亡，7.3%病人失落，7.7%病人治療失敗。有5.8%

使用b e d a q u i l i n e的病人因為副作用而中斷治療，有一個病人因為心臟的問題死亡，但很可能與

bedaqui l ine無關。

藥廠的前瞻性隨機分配研究雖然可以客觀的分析藥物的療效，但與藥物真正實際應用於臨床仍可

能有相當的差異。本研究顯示包含bedaqui l ine的MDRTB/XDRTB處方在臨床實務研究下也可以

達到極高的陰轉率與成功率， 得臨床醫師參考使用。

研究目的：

研究發現：

可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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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Tuberculosis,TB)是人類古老疾病之

一，主要由結核分枝桿菌 ( M y c o b a c t e r i u m 

tuberculosis,Mtb)感染所引起 [1]。結核菌可以潛伏

在人體中數十年，之後可能被重新激活並引起廣

泛性的全身症狀。目前估計世界有三分之一以上

的人口曾感染過Mtb[1-2]。現今對結核病檢測上雖

然有著很大的進步，但對潛伏性結核感染 ( la ten t 

TB infection, LTBI)患者中區分出活動性結核病

患者(active TB patient)上仍未有明確的檢驗方

式，若能發展以半定量PCR技術去從LTBI患者中

區分出活動性結核病患者，可加快對結核病的診

斷與治療並有助於控制結核病的傳播。

當宿主被Mtb感染後會 動一連串的免疫反

應，其中會產生許多免疫相關的細胞激素(例如：

TNF-α、IFN-γ、IL-1、IL-6等)，進而調節下

游免疫相關細胞的活化與分化 [3]。細胞激素抑制

者(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 SOCS)有八個家族

成員(SOCS-1~7與cytokine-inducible SH2-containing 

protein-1/CIS-1)，是一種含有SH2-domain的蛋

白，已被發現與許多細胞激素訊息的回饋抑制

(negative feedback)有關[3]。例如SOCS蛋白可藉

由調節IFN-γ與IL-6激素的訊息去調節免疫與發

炎的反應 [3]。近年來SOCS被發現與結核病有關

聯，先前研究發現SOCS-1與SOCS-3基因的表

現在結核病人周邊血液細胞比未曾感染Mtb的人

高 [4-5]。此外有研究指出在因Mtb感染所導致淋

巴結炎的患者中，SOCS-1基因表現與肉芽腫的

乾酪樣壞死有關聯 [5]。但目前台灣結核病現今的

研究中仍未針對SOCS與結核病的關聯性進行研

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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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中總共收案35位未曾感染Mtb受試

者作為對照組，以及29位潛伏性結核感染病人與

42位活動性結核病患者。研究結果表明活動性結

核病患者比對照組和 L T B I受試者的 S O C S - 3 

mRNA表現量較高，而SOCS-2、-4、-5、-6、-7和

CIS-1 mRNA表現量較低，但SOCS-1 mRNA表

現量則無顯著差異 [6]。在性別方面，因台灣2013

年結核病年報中指出男性罹患結核病的機率比女

性來的高 [7]，為了瞭解SOCS基因表現是否會在

性別上有所差異，我們將先前分析結果依性別區

分後分析。發現在男性中，LTBI患者的SOCS-3 

mRNA表現量低於對照組，而活動性結核病患者

與對照組相比SOCS-4、-5和CIS-1mRNA表現量

較 [F1]低以及SOCS-3mRNA表現量較高。在女

性中，LTBI患者的SOCS-3 mRNA表現量低於

對照組，而活動性結核病患者的CIS-1 mRNA表

現量低於對照組。在年齡方面，依據2 0 1 3年結

核防治年報中數據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其結核

病發生數也會逐漸上升，尤其在65歲後發生率會

大幅的上升 [ 7 ]。為了瞭解 S O C S基因表現在

6 5歲前後是否有差異，我們也進一步將分析數

據區分並進行分析。但由於我們所收案的潛伏性

結核感染患者，其年齡大多落在20~40歲，所以

在此並不納入分析探討。在年齡小於 6 5歲組

中，結核病患者SOCS-3 mRNA表現量較高，以

及SOCS-2、-4、-5、-6、-7和CIS-1 mRNA表現

量較低。在年齡大於6 5歲組中，結核病患者的

SOCS-5和CIS-1 mRNA表現量較低。以上數據皆

表明特定SOCS成員可能作為從對照組和LTBI病

人中區分出活動性結核病患者的標記物。

雖然我們研究中指出SOCS-1在三組中並無

顯著差異，但與國外研究發現的不同 [4-5,8]，這可

能是由於我們研究分析的細胞種類差異所造成

的 。 在 我 們 研 究 中 是 分 析 周 邊 血 液 細 胞

的SOCS-1 mRNA表現量，但國外研究是將周邊

血液細胞分離出單核球、嗜中性球與T淋巴球

後，在分別分析其SOCS-1 mRNA表現量。此外

我們研究中發現台灣結核病患者CIS-1的mRNA

表現量較低與德國所做的研究不一致，相對

於L T B I患者而言，德國結核病患者 T細胞

中 C I S - 1 m R N A表現量是較多的 [ 9 ]。這樣細

胞間 S O C S  m R N A表現量差異也表示出不同

免疫相關細胞在結核病參與的反應是有所不同

的，建議針對不同類型的免疫細胞進行分析也是

得我們之後進一步去探討的議題。另外有研究

探討結核病人中的CIS-1基因 動子多型性，特

別是rs414171和rs809451，可以調節淋巴細胞中

CIS-1基因表達並且與漢族人群對結核病易感有

關 [10 ]，而這種遺傳機制也可能有助於解釋在台

灣結核病患者與其他國家相比有較低的CIS-1表



28

7

達情形。

不同SOCS基因表現上的差異是否對結核病

免疫有影響，雖然在我們研究中並無探討，但不

同SOCS家族成員對免疫反應差異性的活化與抑

制作用已有許多研究報導 [11-15]。SOCS-1會負調

節輔助T細胞(Th)1和2的分化，但促進Th17分化

[11-12]。SOCS-2會抑制Th2分化與維持調節性T細

胞的穩定性 [13]。轉殖SOCS-3基因表達會抑制

T h 1和 T h 1 7分化與促進 T h 2發育，然而

SOCS-3基因靜默(gene silencing)會減弱Th2反

應並促進Th17分化 [11-12]。轉殖SOCS-5基因表

達會抑制IL-4所誘導的Th2分化。SOCS-6會調

節T細胞受體(T cell receptor)所介導的T細胞活

化，以及SOCS-7基因剔除小鼠發現具有肥大細

胞數量增加的情形 [14 ]。在CIS-1轉殖基因小鼠

中，發現會造成T細胞與自然殺手(NK)細胞發育

缺陷 [16]。此外研究還報導SOCS家族會調節巨噬

細胞、樹突狀細胞與微膠細胞的功能和發育

[15]。綜合以上研究論述，我們研究發現活動性

結核病患者相對於對照組有較高的SOCS-3表達

和較低的SOCS-2、 -4、 -5、 -6、 -7和CIS-1  

mRNA表現量，這發現支持在兩組受試者之間有

不同細胞激素訊息所介導的免疫反應存在，並建

議在TB受試者中較偏好Th2的發展。這個概念與

先前在結核病研究中，從分析不同亞群的輔助型

T細胞中細胞激素表現譜間的差異，所得到的推

論是一致的 [17-18]。

本研究雖然指出在結核病與對照組間，八個

不同SOCS分子的mRNA表達譜可能隨著性別和

年齡的增長而變化，其中SOCS-3似乎是在將男

性對照組與LTBI受試者之間區別開來最好的候

選者。正如SOCS家族作為細胞激素的負調節因

子，可調節宿主對Mtb感染的免疫反應[1-2,4-5]。我們

研究發現在對照組、LTBI患者與活動性結核病

患者中， S O C S - 2、 - 3、 - 4、 - 5、 - 6、 - 7與

C I S - 1基因有顯著的表達差異，可能反映出

SOCS家族的七名成員涉及結核病的免疫調節與

細胞激素訊息傳導的作用。之後若能更深入了解

SOCS家族在結核病病理上調節的機制，有助於

釐清SOCS家族對結核病的進展的影響，以及對

結核病在臨床診斷和治療上能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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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非 結 核 分 枝 桿 菌 ( N o n t u b e r c u l o u s 

Mycobacterium, NTM)普遍存在於我們週遭的環

境，往往在土壤或水中就可找到，也是一般人咽部

的常見菌落。N T M造成的淋巴結發炎，最早在

1950年代就曾在文獻中被描述過 [1]，這些病原多

是經由口腔攝入被汙染的動物食品或飲水而進入

體內。其臨床表現不一，以頸部淋巴結為最常受到

影響的部位。與結核菌不同的是，NTM並不會在

人與人間傳染，因此不需要將受到感染的病人隔

離 [2]。

臨床表現與病程

由於幼童常常會將物品或手指放入口中，所

以N T M的淋巴結感染通常好發於年齡在一到五

歲免疫功能正常的幼童。常見受到影響的淋巴結

範圍包括 j u g u l o d i g a s t r i c、s u b m a n d i b u l a r、

p a r o t i d / p r e - a u r i c u l a r、s u b m e n t a l、以及

posteriortriangle等處之淋巴結，其典型的表現是

單側、無痛且隨時間長大的淋巴病變 [3]。受到感染

的淋巴結大小不一，從小於一公分到超過六公分

都有可能。少部分受到感染的兒童可能會有全身

的感染症狀，如發燒、虛弱無力等，但大多數的病

童不會有全身系統性的症狀。因為醫病雙方對此

疾病的不熟悉，病人多會耽誤二到三個月才確診，

開始接受正確的治療[4,5]。

在感染初期，病童的頸部淋巴腫大往往被誤

認為上呼吸道感染或其他發炎造成的淋巴結反

應。很多病人會在此時接受口服抗生素治療，但

一般抗生素治療對NTM並沒有效果，這些頸部的

腫塊還是會持續存在。隨著腫塊變大，淋巴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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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出現液化的情形，這種現象與病 中心的肉

芽壞死有關，也因此在按壓這些淋巴結時，會有波

動(f luctuant)的觸感。當疾病繼續進展，這些淋巴

外層的皮膚可能出現變化，如淋巴結緊黏皮膚、表

層皮膚呈現紫色等。接著表層的皮膚可能因發炎

的介質影響而變薄、變皺，最後內部液化和壞死的

部分可能破出皮膚，形成 管(f is tula)。這些 管

往往持續流出分泌物，並持續數個月到數年的時

間。這種狀況若不接受治療，最終也可自行痊癒，

但往往會留下明顯的 痕，造成美觀上的問題

[6-8]。在兒童的族群中，應該要對持續的頸部淋巴

腫塊做詳細的鑑別診斷，盡可能在疾病初始時，就

得到正確的診斷並加以治療，避免產生後遺症。

診斷

非結核分枝桿菌是acid-fastbacilli(AFB)，需

要特別的染色，診斷上必須要先排除結核菌的感

染。通常將切片標本做培養，需要二到四週才會有

成果。若利用DNA probes和PCR則可以較快速的

確認非結核分枝桿菌的感染。會造成人體感染的

的非結核分枝桿菌有很多種，常見的包括有

Mycobacterium avium-intracellulare complex、

Mycobacterium scrofulaceum、以及Mycobacterium 

kansasii[2]。電腦斷層檢 也有助於診斷頸部非結

核分枝桿菌感染，典型的表現為不對稱的頸部淋

巴 腫 大 ，淋 巴 周 圍 的 環 狀 顯 影 增 強 ( r i n g 

enhancement)，皮下也可能有壞死的變化。

治療

傳統上，手術切除受到感染的淋巴結為頸部

NTM感染的標準治療。所以，此病症多被歸類為

外科疾病。Schaad等人的研究指出，NTM感染的

淋巴結在手術切除後，治癒率可達到92%[9]。在一

多中心研究的結果也顯示，50位頸部NTM感染的

病患接受手術治療，追蹤六個月後僅2位病患復發

或出現新病 ，手術治癒率達96%[10]。不過手術

中，因部分病患的皮膚受到侵犯，術後仍可能發

生皮膚壞死、外觀 痕等問題。若當感染的淋巴

結貼近顏面神經，也會增加手術的困難度和神經

受損的風險[9]。

除了手術之外，還有其他的治療方式曾經被

提及。這些治療方式包括了:持續觀察不做任何治

療、抗生素治療、細針穿刺抽吸(fine needle aspiration, 

FNA)、切開引流(incision and drainage)、切開刮除

手術(incision and curettage)。這些治療可能獨自

進行，也可能與其他的治療合併執行。Olson曾經

報告13位接受切開刮除的病人，在接受平均23個

月的追蹤後，無人復發 [4]。Kennedy在7位病人上

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K e n n e d y也特別強調，這

樣的治療主要適合施行在淋巴結開始出現波動

感時 [5 ]。但是，Tunke l的研究中卻發現了相反的

結果，約有5 5 %的病人在接受刮除手術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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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復發 [ 8 ]。因此，病人是否應接受切開刮除仍然

存有疑慮。

切開引流通常被認為是一個無效的治療方

式。雖然一般的細菌感染可以經由這樣的治療達

到痊癒；但在NTM的頸部感染，這樣的方法常會

導致一個持續分泌的 管。過去的研究中指出，

淋巴結感染NTM的病人在接受切開引流後，僅僅

5%-16%的疾病可以得到控制，大多數的人仍然

需要其他的治療 [7 ,9]。除此之外，切開引流的傷口

癒合後，往往會有明顯的 痕組織，造成外觀上

的問題。M a n d e l l等人的研究發現3 6 %的病人在

接受這樣的治療後，出現了慢性且過度增生

(hyper t roph ic )的紅色 痕組織 [11]。若病人接受

病 切除，縫合而產生的 痕則輕微且美觀的

多。

細針穿刺抽吸除了可幫助診斷，同時也可引

流出壞死的液體，具有治療的效果。Alessi等人的

研究結果顯示，9位頸部NTM感染的病人在接受

細針穿刺抽吸後，疾病痊癒沒有再復發。但其中4

位接受了多次的穿刺抽吸，且所有人在穿刺前均

有過抗生素治療 [12]。此外，施行這樣的治療，在入

針抽吸處有形成 管，進而造成明顯傷 的風險

[11]。治療前，必須與病患家屬充分溝通後再施行。

過去的文獻中顯示單獨抗生素治療或合併

其他手術治療，對部分的NTM感染有治療的效果

[3 , 10 ]。大部分的研究中，用以治療頸部非結核分

枝桿菌感染的抗生素主要為C l a r i t h r o m y c i n 

(7.5mg/kg,bid)或是Clarithromycin加上rifautin

(5mg/kg,qd)，但仍須根據菌種進行調整。Harris等人

發現，胸鎖乳突肌之下的深頸部NTM感染，可在

抗生素治療後痊癒而不會留下外觀上的後遺症

[3 ]。Luong等人的研究中則指出，給予15位病童

兩個月的Clar i thromycin治療後，其中13位的頸

部 淋 巴 感 染 以 及 皮 膚 變 化 有 所 改 善 [ 1 3 ]。

L i n d e b o o m 等 人 的 研 究 中 也 發 現，使 用

Cla r i th romyc in合併 r i f au t in治療50位病人，其

中33位(66%)在治療6個月後得到痊癒 [10]。

由於頸部NTM感染的症狀並沒有特別的表

徵，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研究中試著將頸

部NTM感染，依其臨床表現來作疾病分期(表一)

[5]。其中第一期的表現是硬且無痛的頸部淋巴腫

塊，只是這些腫塊一般與表面皮膚緊緊相連，且

皮膚可能出現紅色的變化；第二期則是淋巴內部

出現壞死，開始出現波動感；第三期時皮膚變化

進一步加重，顏色轉為紫色、厚度變薄；而在最後

的第四期，病 破出皮膚，形成持續分泌的 管。

在Penn等人的研究中建議，以Clari thromycin進

行治療的副作用小且病人多可完成完整的治療，

因此在各期別的頸部N T M感染，皆可考慮給藥

[2]。而在第二期以上的感染，除抗生素外，應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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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其他的治療方法，如細針穿刺抽吸或切開刮

除等。當然，第二期以上的感染，也應考慮是否該

將病 完整切除。

結論

當兒童出現頸部淋巴腫塊，在治療一段時間

卻無法改善時，要考慮頸部NTM感染的可能。當

確定診斷後，應辨認並了解目前疾病的分期，盡

早的給予有效的治療。一般而言，電腦斷層多可

顯示出NTM的典型表徵，也可協助後續的外科治

療計畫。初期的病 ，有可能在抗生素治療及細

針穿刺抽吸後得到痊癒。但對後期或以上治療無

效的病人，則應接受手術治療將病 切除，以避

免疾病進一步的惡化和防止將來可能出現的後

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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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結核病目前仍為全球最重要的傳染病之一，

儘管結核菌的發現已一百多年，其治療與感染控

制仍為一大挑戰。由於治療的藥物組合較為複雜，

治療結核菌的同時，也可能篩選出抗藥性菌株，造

成抗藥性結核菌感染，使得感染控制更加困難。治

療成功後的追蹤期間，少數病人會復發；即便為數

不多，但抗藥性增加以及預後較差對公共衛生依

然棘手。近年來，有許多研究投入，因各國國情不

同，獲得了相異的結果，但仍有 得借鏡和參考之

處。

結核病復發的定義

依照世界衛生組織 ( W H O ,  Wo r l d  H e a l t h  

Organization) 定義  [1]，結核病復發 (relapse)是指

患者曾經接受治療，並且被認定為治癒 (cured) 或是

完成治療 (treatment complete)之後，再度出現出

結核菌的微生物證據。經過六個月標準治療的非

抗藥性結核病患者，已報告的復發率大約為1年1

至2%[2]，5年3.4%[3]。這些患者在每年新增的結核

病發生率中亦佔有一定比例，是結核病防治上重

要的議題。

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的進步，在個體或群體中偵測出相似或相異的結

核菌株，可以應用於追蹤感染傳播鍊、控制傳染、

並且能 更進一步區分出復發的個案是來自曾經

感染過的結核菌再度生長或是感染不同的結核菌

株 [4]。部分文獻將兩者合併稱為recurrence，體內

同一菌株者再度活化 (re-activation) 稱為relapse，

而不同菌株者稱為 re infect ion [5,6]，與WHO定義

略有相異。陸續有許多的團隊致力於研究relapse

與 re - infec t ion的差異、各自的風險因子、以及對

於感染控制的影響。目前認為在低盛行率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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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relapse佔大多數 [6]；相反的，高盛行率國家，尤

其HIV亦盛行的區域，re-infection機會較大 [7]。然

而，re lapse與 re- infect ion並非毫無相關，它們的

危險因子多為共享的；患者亦有可能同時感染兩

種或以上的結核菌株，導致混合感染(mixed-strain 

TB infection) [8]。

另外，由於治療失敗與早期復發可能時間上

為連續的，難以區分，因此有少數研究將復發定義

與前次治癒後的時間達間隔3個月、6個月或12個

月[9-11]。這些定義由於無明確的科學證據支持、並

且缺乏一致性，增加流行病學研究方面的困難。

復發的發生時間

根據一篇2010年的文獻探討1970年到1983

年間，經過短期的標準結核病治療 (4至9個月)的

15個試驗，其復發的時間有78%在半年內，有91%

在一年內 [12]。後續的研究儘管治療處方和長度不

盡相同，但亦得到相近的結果：至少超過一半的案

例都在一年內復發，從52%到81%不等 [5, 13, 14]。平

均的復發時間從6.5個月至20.4個月[14-16]。在台灣

的回溯性世代研究則是在1至3年間方有較多的復

發案例 [17 ,18 ]，約48%至50%左右，原因尚未被討

論。並非只有台灣有多於一半的患者的復發率在

一年後：一篇2016年於美國進行的回溯性研究，

探討TB完治大於一年後復發的風險因子 [19]，其中

約有55.0%在一年後復發。

若將第一次感染與第二次復發的結核菌做

基因分析(genotyping analysis)，relapse的時間

距離前次TB感染治癒後較接近，re - in fec t ion則

稍晚發生 [5, 14, 15]，這可能暗示relapse的發生和前

一次的治療不足有關，也呼應了早期 B r i t i s h  

M e d i c a l  Research Council (BMRC) 臨床試驗

中，將治療失敗與復發率合併計算，作為藥物處

方治療效果的評估標準[20]。

復發的風險因子

綜合各文獻的內容，可以將風險因子分為疾

病因素 (disease-related) 、宿主因素(host-related)

與治療因素 (treatment-related) 相關。疾病因素

有痰培養在兩個月時仍呈陽性、X光影像學有開

洞病 、雙側肺部皆有病 [21 ,22]、結核病淋巴腺

炎 (tuberculous lymphadenitis) [15]、多重抗藥性

結核  [23]。宿主因素包含男性 [24]、抽煙 [17]、體重過

輕 [22]、社經地位低 [18,23]、同時感染HIV者 [5]、患有

糖尿病 [15]、患有 肺病(silicosis)[25]、患有慢性阻

塞性肺病 [ 1 8 ]等。人種中，非西班牙裔白人

(non-Hispanic white)[22]、原住民[26]也較易復發。在

較晚復發 (大於一年 )的族群中，根據美國的文獻

[19]，平均的復發時間根據非美籍與美籍，分別為

2.7年和3.3年。兩個族群的復發因子略有不同：社

會因素與美籍者關連性較強：年紀25̶44歲、物

質濫用、初始治療由健康管理部門監督。疾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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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則與非美籍較高：年紀45̶64歲、HIV感染、以

及痰抹片陽性。至於兩個族群的復發時間不同之

機制並未在文中深論。這是否適用於其他地區國

家 得懷疑，但區分出一年內與一年後復發相異

的因素可能 得探討。

而在一篇研究則證實了失落再治 (treatment 

after default)和失敗再治 (treatment after failure) 

病患會有較高的復發率 [24]。其中，服藥遵從性差

者，常見無法完成療程或是導致治療時程延後，進

而致使復發率提高 [27]。為提高用藥遵從性，W H O

於1994年鼓勵將都治計畫 (  (d i rec t ly  observed  

therapy, short-course, DOTS)) 推廣至全球，已使

許多地區的TB發生率下降。

都治計畫的推行是少數認為可能可以降低結

核病復發的措施，但相關研究的結果並不一致

[28]。於2009年的systemic review中，針對有無進行

都治計劃或監督下用藥探討治療失敗或復發，若

沒有進行都治計畫，則治療失敗率和復發率都較

高 [29]。但在一篇2015 的Meta-analysis中 ，比較接

受D O T S與自行服藥病人的治療結果，發現復發

率並沒有明顯差異 [30]，可能的原因是自行服藥的

順從性已很高。因此，DOTS改善的方針不僅有遵

從性，同時應落實醫療可近性、標準紀錄等，方為

主軸。

復發與藥物處方的相關性

Rifampin為結核病治療的主幹藥物，在治療

過程中，若僅在前一兩個月使用，復發率和治療失

敗率會比使用六至八個月更高 [29]。因此，若非藥

物抗性或是嚴重副作用，建議全程使用Rifampin。

同時，Menzies et al.提到使用Pyrazinamide(PZA)

能 降低復發率。但尚未有其他文獻發現PZA與

復發之關係。

有的研究者認為血中藥物濃度影響治療結

果，例如較低的PZA,Rifampin , INH等藥物24小

時AUC(area under curve) 濃度，和長期較差的預

後相關 [31]；但復發率方面沒有足 的證據支持，

甚至部分研究顯示沒有差異[32]。

目前結核病治療處方除了六個月每日用藥的

處方外，也有所謂的intermittent regiment，也就是

採取一周三次用藥的處方。然而，即便intermittent 

regimen可能提供較好的服藥順從性，目前並沒有

強烈的證據能 減少治療失敗率或減少復發率。

零星的研究指出，一週三次的服藥的族群，治療

成功率與每日服藥組沒有差異，但復發率相較高

[15]。機制目前仍不清楚。此外，也有文獻探討治療

時間的總長度與復發的相關性，若整體的治療時

間短於六個月，則復發率較治療六個月者高 [33]；

但過往文獻的藥物治療與現今不同，故此概念是

否依然適用，需更進一步評估。目前已有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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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結核病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困擾全球的重要健

康議題。除了治療已經產生疾病的病人之外，以公

共衛生的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採取措施來讓結

核病從世界根絕。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 W H O )在

2015年發表的The End TB Strategy[1],目前結核

病的發生率正以每年百分之一點五的速度下降 ,

若能針對結核病的診斷和治療採取適當的工具或

策略 ,在2025年有機會將結核病發生率以每年百

分之十的速度下降 ,但是這樣的速度 ,到2035年仍

然沒有辦法將結核病的盛行率降低到每十萬人口

小於十個病人。如果要在2035達到目標，治療的

個案必須著手針對「潛伏結核感染」(La ten t  TB 

infec t ion)。若能找出潛伏結核感染的個案，並且

提早做「預防性的投藥」(TB chemoprophylaxis)，

將會是根除結核之路的一大進展。本篇文章將會

簡單介紹針對潛伏結核感染個案的新檢測工具：

QuantiFERRON-TB GOLD Plus。

潛伏結核感染

在結核菌感染病程中，個體在吸入帶有結核

菌的飛沫之後，結核菌會在肺臟內生存。若是正

常免疫力 ( immunocompetent)的個體，因為個體

免疫力以及結核菌本身特性 ,大多數人不會產生

疾病(active disease)。這樣的狀態一直到未來個體

的免疫力產生了變化之後，原本存在的結核菌有

可能再活化(re-act ivat ion)，產生疾病。若是宿主

體內一直帶有結核菌，而該宿主的免疫系統持續

地針對結核菌的抗原產生反應，達到一個平衡的

狀態，沒有臨床疾病的產生，此即潛伏結核感染。

根據統計 ,全球每十個人就有三個人是潛伏結核

感染的患者 ,潛伏結核感染的臨床意義在於這些

人在一生中約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機會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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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活動性結核(active TB)，而這其中大部份是發生

在潛伏結核感染的前兩年 [2]。因此，如何找出新近

潛伏結核感染的個案，就是根除結核病的重要議

題之一。

潛伏結核感染的診斷

嚴格來說，至今尚未有潛伏結核感染的診斷

黃金準則(Gold standard)。目前比較常用的傳統診

斷潛伏結核感染之工具包括結核菌素的皮膚測試

(TST; tuberculin skin test)以及全血丙型干擾素

檢驗(IGRA; interferon gamma releasing assay)。結

核菌素皮膚測試是將結核菌抗原注入個案皮下，

等待一至兩天之後再請個案回門診診視紅腫結節

(induration)的大小。每個國家的標準及不同背景

疾病的個案，其定義為陽性的大小略有不同。結核

素皮膚測試較為普遍的缺點是偽陽性的存在 (例

如施打過卡介苗的個案)。全血丙型干擾素檢驗則

是抽取個案之周邊血液，將個案的血清注入含結

核菌特異性抗原的檢驗試管之後測試丙型干擾素

(interferon gamma)的濃度。目前市面上較為流通

的是QantiFERRON-TB Gold in.tube這組試劑。

此一組試劑有三支試管，其中兩支分別做為陰性

對照組 ( n e g a t i v e . c o n t r o l )以及陽性對照組

(positive control)，第三支則是測試病人全血中淋巴

球對沾粘(coating)在試管壁的結核菌特異性抗原

(包括ESAT-6/CFP-10/TB-7.7)的反應。全血丙型

干擾素檢驗較為常見的缺點則是在免疫不全的病

人，這樣的反應可能就很難被誘發出來，會呈現無

法判讀 (indeterminate)的結果。除此之外，這兩項

檢驗工具的共同困境是對於預測「 些潛伏結核

感染有較高的機會轉變成活動性結核病人」的能

力有限。換句話說，若要用這兩項檢驗工具來找出

潛伏結核感染個案並且給予藥物，其必須治療數

(NNT; number needed to treat)是過高的，並不是

具有經濟效益的策略。

新的關鍵，CD8淋巴球在結核菌感染的角色？

有越來越多針對結核病病態生理學以及免疫

學的研究顯示，CD8淋巴球的參與方式，可以提供

給我們不同的臨床訊息。Virginie Rozot 等人所

提出的文獻顯示，CD8淋巴球在活動性結核病個

案體內的活性，是遠大於其在潛伏結核感染個案

體內的活性 [3]。除此之外，CD8 淋巴球在「最近感

染結核菌之個案(recent.TB infected)」的活性，和

臨床上確診活動性結核病病人的活性相比，兩者

都是有上升的。而這樣的表現，在CD4淋巴球的觀

察是沒有類似現象 [4]。因此，CD8淋巴球對結核菌

抗原的反應，或許可以表示該個案處於一個「最近

剛被感染」以及「高度結核菌活性」的狀態。一個可

以檢測CD8淋巴球活性的檢驗工具，當應用在個

案身上並且呈現陽性的時候，可能代表個案是一

位剛被感染的潛伏結核感染者(根據前述論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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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高度可能性轉變為活動性結核病人的個案)，

而剛被感染的潛伏結核感染個案，預防性投藥的

臨床效益應該是比較高的。

新一代試劑：QuantiFERRON-TB.Gold Plus 

QIAGEN這家公司近來推出新一代的檢驗工

具：QuantiFERRON-TB Gold Plus，試圖解決上一代

Q u a n t i F E R R O N - T B  G o l d i n  t u b e的缺點。

Q u a n t i F E R R O N - T B  G o l d  P l u s與原本的

QuantiFERRON-TB Goldin tube不同的地方在於

新一代的試劑的結核菌抗原 (TB-Ag)試管由原本

的一管變為兩管，並且使用ESAT-6.與 CFP-10的

不同多� ( p e p t i d e )進行刺激，試管一主要引發

CD4淋巴球的丙型干擾素反應，試管二則同時引

發CD4與CD8淋巴球的丙型干擾素反應，讓我們

可以額外評估個案C D 8淋巴球對結核抗原的反

應。操作的流程和原本使用Quant iF ERRON-TB 

Goldin tube的流程是相同的。檢測的結果除了診

斷潛伏結核感染的病人之外，我們也可以藉由比

較兩種結核菌抗原試管中丙型干擾素含量差異，

來判斷個案的CD8淋巴球對結核菌的活性是否呈

現有意義的增加。臨床上以試管二減去試管一的

丙型干擾素含量大於0 .6 IU/mL做為認定CD8淋

巴球反應上升的臨界 (cut-off point)[5]。義大利

M a u r i z i o  F e r r a r e s e  e t  a l .的團隊也針對

Q u a n t i F E R R O N - T B  G o l d  P l u s 和

QuantiFERRON-TB Goldin tube兩者之間做了研

究，來比較新一代的檢驗工具是否能帶來更多臨

床效益 [6]。該團隊發現，新一代的檢測工具，可能

在時序上可以提早鑑別出潛伏結核感染個案 (有

12位個案使用QuantiFERRON-TB Goldin tube

一開始呈現陰性，在12個月之後重覆試驗才呈現

陽性；他們用QuantiFERRON-TB Gold Plus測試

的結果在一開始就呈現陽性 )。除此之外，該團隊

也發現，CD8淋巴球活性有顯著意義增加 (試管二

減去試管一的丙型干擾素濃度大於0.6IU/mL) 和

個案出生於歐洲是有顯著相關的。該團隊對此一

現象的解釋也十分有趣。他們認為，歐洲是一個結

核菌低盛行率的地區，從小就接觸到結核菌或是

被感染的機會理論上是不高的。基於這樣的論述，

若病人被發現有結核菌的感染，應該是「最近」才

發生的事件，以此作為QuantiFERRON-TB Gold 

Plus的CD8淋巴球反應可以檢測出新近潛伏結核

感染的佐證。因此，在及早診斷潛伏結核感染個案

的議題層面，QuantiFERRON-TB Gold Plus可說

是一個深具潛力的明日之星，但是否真能 讓我

們的潛伏結核感染檢測與治療更具經濟效益，則

有待更大規模的臨床評估了。

結語

結核病長期以來都是令人困擾的重大公衛以

及個人健康議題，如何「根絕」結核病就成了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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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重點之一。若能及早診斷出剛感染結核菌的

潛伏結核感染個案，則有助於提早降低結核病在

全球的盛行率。新一代的Q u a n t i F E R R O N - T B 

1.http://www.who.int/tb/End_TB_brochure.pdf?ua=1

2.Haileyesus Getahun, Alberto Matteelli, Richard E. Chaisson, Latent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N Engl J Med 2015; 372:2127-2135

3.Rozot V1, Vigano S, et al.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specific CD8+ T cells are functionally 
and phenotyp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latent infection and active disease, Eur J Immunol. 
2013 Jun;43(6):1568-77

4.Nikolova M, Markova R, et al. Antigen-specific cd4- and cd8-positive signatures in different 
phase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fection. diag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13, Diag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13 Mar;75(3):277-81

5.Metcalfe JZ, Cattamanchi A, McCulloch CE, et al. Test variability of the QuantiFERON-TB 
gold in-tube assay in clinical practice.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3; 187: 206–211

6.Lucia Barcellini, Emanuele Borroni, et al.,First evaluation of quantiferon-tb gold plus 
performance in contact screening,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2016 48: 1411-1419

Gold Plus也許有助於公衛和醫學界接近這個目

標，可以讓我們找到真正發病的高危險族群，並提

早對感染但沒有發病的個案投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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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癬及乾癬性關節炎和僵

直性脊椎炎等自體免疫風濕疾病，在標靶生物製

劑相繼問世後，使得這些慢性疾病有機會達到良

好的控制程度甚至緩解的狀態。目前在台灣可用

於治療自體免疫風濕疾病的生物製劑包括：腫瘤

壞死因子拮抗劑 ( a n t i - T N F -α , e t a n e r c e p t、

adal imumab、golimumab)、抗介白質-6接受器抗

體 (anti-IL-6R-Ab,tocilizumab)、抑制T細胞活化

( C T L A 4 - I g , a b a t a c e p t )、抑制 B細胞活化

(anti-CD20-Ab, rituximab)、抗介白質-12/23抗體 

(anti-IL-12/23-Ab,ustekinumab)、抗介白質-17抗

體 (anti-IL-17-Ab, secukinumab)等標靶藥物。生

物製劑雖然可以有效的控制疾病，卻也連帶可能

影響部分使用者增加某些特殊的感染風險，例如

結核病。臺灣是結核病（tuberculosis，簡稱TB）流

行好發區，衛福部於2006年開始施行「結核病防 

治十年減半計畫」後，雖然台灣TB發生率已逐年

遞減，但是在2016年全台灣仍有超過1萬人得到

TB [1]。過去的研究發現，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的

TB發生率已經較一般民眾高出了數倍 [2 -6]。如使

用腫瘤壞死因子拮抗劑(anti-TNF-α)此類之生物

製劑，則得到TB感染的風險又更為提高 [6-9]。故隨

著生物製劑藥物種類增多，在使用標靶生物製劑

之病患身上得到TB菌的感染之風險是無法等閒

視之的。因此根據台灣風濕病醫學會建議 [10]，在

自體免疫風濕病患接受生物製劑治療時，對於

T B感染篩檢與防治有其共識，如以下所示。

病患者接受生物製劑治療之前，應先篩查是

否有活動性 T B感染或潛伏 T B感染（ l a t e n t 

tuberculosis infection，簡稱LT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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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篩查活動性肺結核的方法: 包括: 病史詢問、理

學檢查、胸部X-光檢查、檢驗三套痰液ac id - f a s t 

stain (AFS)與痰液TB培養、會診結核病專家以排

除活動性結核病（包含肺外結核）。如臨床仍懷疑

活動性結核病但檢體AFS為陰性，可利用聚合 連

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做TB菌

核酸增幅檢驗。如患者為活動性結核感染，則須依

照衛福部疾病管制署台灣結核病診療指引建議之

處方，先接受完整抗結核藥物治療 [11]，待確定完

治後方可重新考慮使用生物製劑治療於嚴重之自

體免疫風濕疾病。如果病情難以等待至少6-9個月

以上的結核病完治期，建議在使用抗結核藥物兩

個月後 ，可 考 慮 開 始 加 上 如 r i t u x i m a b 、

toci l izumab、abatacept或ustekinumab等低結核

感染風險之生物製劑 [12]，但仍需同時服用抗結核

藥物至完治為止。

(2) 潛伏結核感染（LTBI）的篩檢

根據研究顯示，LTBI之個體終生約10%會進

展成活動性結核病 [13]。因此對於預定使用生物製

劑之患者，有效之LT B I篩檢更為重要。在台灣

tuberculin skin test (TST)運用於第一線篩檢LTBI

之可能性，然因其敏感性與特異性不足而有其侷

限性 [ 1 4 ]。其他有以干擾素 -γ釋出體外檢測

（Interferon-Gamma Release Assays，簡稱IGRAs），

如QuantiFERON試驗（QFT-GIT test）、結核感染

T細胞測免疫斑點法(T-SPOT.TB)為篩檢LTBI之

另外的方法 [15]。如果病患被認為是LTBI，則建議

應服用LTBI藥物治療至少1個月後方可開始使用

生物製劑，之後仍需繼續服用LTBI預防性治療藥

物至建議時間為止。若對LT B I篩檢結果存有疑

義，則可會診結核病專家協助綜合判斷決定是否

需重複檢測及是否需投予LTBI藥物治療。並且同

時考慮使用較低結核感染風險之非腫瘤壞死因子

抑制劑類的生物製劑來治療嚴重之自體免疫風濕

疾病患者。

患有自體免疫風濕疾病之病人使用生物製劑

後得到之TB菌感染，常以肺外結核來表現 [16,17]，

故需提高警覺並綜合判斷。如果臨床上懷疑結核

病發生時，應停止使用生物製劑，並安排適當之

檢查或後續的治療。



28

31

1.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T (2017) Taiwan National Disease Statistic System.
2.Yamada T, et al. Increased risk of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in Japan. 

Ann Rheum Dis 2006,65:1661-3.
3.Carmona L, et al. Increased risk of tuberculosi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J 

Rheumatol 2003,30:1436-9.
4.Seong SS, et al. Incidence of tuberculosis in Korea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effects of RA itself and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blockers. J Rheumatol 2007;34:706-11.
5.Brassard P, et al. Rheumatoid arthritis, its treatments, and the risk of tuberculosis in Quebec, 

Canada. Arthritis Rheum 2009,61:300-4.
6.Gomez-Reino JJ, et al. Treatment of rheumatoid arthritis with tumor necrosis factor inhibitors 

may predispose to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uberculosis risk: a multicenter active-surveillance 
report. Arthritis Rheum 2003,48:2122-7.

7.Askling J, et al. Risk and case characteristics of tuberculosi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associated 
with tumor necrosis factor antagonists in Sweden. Arthritis Rheum 2005,52:1986-92.

8.Wolfe F, et al. Tuberculosis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the effect of 
infliximab therapy. Arthritis Rheum 2004,50:372-9.

9.Ke WM, et al. Risk of tuberculosis in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on tumour necrosis 
factor-alpha inhibitor treatment in Taiwan.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13,17: 1590-5.

10.YH Chen, et al. 2015 TRA revised recommendations for screening and management of 
tuberculosis infection in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anti-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biological 
treatment. Formosan Journal of Rheumatology 2015,29:1-8.

11.Ceter for Diseas Control T (2013) Taiwan Guideline for TB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12.Cantini F, et al. Guida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requiring biologic therapy in rheumatology and dermatology clinical practice. Autoimmun Rev 
2015,14:503-9.

13.Jensen PA, et al.Guidelines for preven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in 
health-care settings, 2005. MMWR Recomm Rep 2005,54 (RR-17):1-141.

14.Ponce de Leon D, et al. Attenuated response to purified protein derivative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study in a population with a high prevalence of tuberculosis. Ann Rheum 
Dis 2005,64:1360-1.

15.Pai M, et al.Systematic review: T-cell-based assays for the diagnosis of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 an update. Ann Intern Med 2008,149:177-84.

16.Suh YS, et al. Safe re-administration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TNFalpha) inhibitors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or ankylosing spondylitis who developed active tuberculosis 
on previous anti-TNFalpha therapy. J Korean Med Sci 2014,29:38-42.

17.Hammoudeh M, et al. Safety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inhibitors use for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ankylosing spondylitis in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focus on severe infections and 
tuberculosis. Clin Rheumatol 2013,32:293-300.



32

Tuberculosis 
Bulletin



28

33

疾管署自2006年推動「結核病十年減半全民

動員計畫」，加上醫療界與公衛界的共同努力，加

強結核病的發現並給予完整的治療，再同時配合「

都治」的推行來提高完治比率，台灣地區近年來結

核病盛行率得以逐年下降。疾管署近年進一步推

行密切接觸者的潛伏性結核菌感染的檢查與治療

，希望藉由潛伏性結核菌感染的發現與治療，能減

少這些潛伏性結核菌感染個案產生活動性結核病

的機會，進而減少台灣結核病的盛行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潛伏性結核菌感

染是一個「身體對結核桿菌抗原的持續的免疫反

應，但沒有臨床上活動性結核病的證據。」「對於此

結核菌感染，目前仍無直接測量的工具。」「潛伏性

結核菌感染者終其一生約有百分之五至十的機會

復發產生活動性結核病」。也就是說，依目前的醫

學技術，潛伏性結核菌感染只能由間接的免疫反

應來診斷，而確切的來說，不應該稱之為確診，而

只是一個臆測 - - - -由免疫反應去推論身體中藏有

結核菌，但是在身體內卻不能找到結核菌。如果結

核菌藏在身體中，而且將來會再「復發」，為什麼復

發前在體內會找不到病原體?如果潛伏性結核菌

感染會復發，又為什麼只有5-10%的人會復發?臨

床上我們看到這些潛伏感染後復發的人也未必是

免疫不全的人。一個陽性的抗原反應代表的是免

疫系統曾接觸此等抗原並產生免疫記憶效應，這

樣的記憶效應在抗原消失後都可能持續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陽性的免疫反應不一定還有抗原的存

在，陽性的結核菌素試驗(Tuberculin skin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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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 T )或是丙型干擾素試驗 ( I n t e r f e r o n - g a m m a 

release assay, IGRA)應該也不能代表體內一定仍

存有結核菌。也許這些陽性反應的族群中有部分

的個體體內仍存有結核菌，亦即所謂的潛伏性結

核菌，但是在合理的推論下，陽性的免疫反應仍然

可能只是一個過去的感染留下的免疫記憶效應而

體內並不存在著結核菌。

我們的醫學前輩也曾試圖以實驗室模式來模

擬潛伏性結核菌感染，但似乎仍無法完全解釋臨

床上的疑問。目前較廣為人知的模式包括Cornell

模式(Cornell model)，低劑量氣膠模式(Low dose 

aerosol model)以及低氧模式(Hypoxia model 或

稱 Wayne model)。其中前兩者明確的說應該是慢

性感染(Chronic infection)的模式，因為還是可以

在動物體內培養出結核菌。低氧模式是讓結核菌

處於低濃度氧氣狀態下，甚至進入一個無氧的環

境，此時結核菌會進入一種「非複製」狀態

(Non-replicating state, NRP)，DNA會停止合成，

一旦氧氣再度供應，結核菌會再度開始複製。這個

模式似乎是較能解釋結核菌進入所謂的「冬眠」狀

態，但和臨床狀況不符的是，Isoniazid對在NRP狀

態 下 的 結 核 菌 是 無 效 的，而 人 體 研 究 可 知

Isoniazid是可以治療所謂的潛伏性結核菌感染。

醫學界至今仍沒有良好的實驗室模式可以完全解

釋所謂的「潛伏性結核菌感染」。

我們用來「診斷」潛伏性結核菌感染的工具在

過去一百年都是TST，直到2005年美國疾管局才

認定可用IGRA來取代。結核菌素包含複雜的物質

組成，抗原性與卡介苗和非結核分枝桿菌重疊性

高，特異性與敏感性都不佳，在曾接種卡介苗的族

群偽陽性的比例高，檢查結果受到操作技術影響

也大，除非有經濟上的考量，將來應該會被 IGRA

所取代。IGRA用少數幾種專一的抗原，偵測血液

的免疫記憶細胞在接觸這些特異性抗原後產生的

丙型干擾素作為測試結果判斷的依據。由於潛伏

性結核菌感染的定義就是一種免疫反應，IGRA測

試結果的特異性及敏感性數據並非來自確診的潛

伏結核感染，而是活動性結核，所以其特異性及敏

感性的結果仍有待商榷。有不少研究在看IGRA系

列測試結果的差異，顯示有相當比例的個體在不

同時間測試的IGRA結果會在陰性與陽性間變化，

這也加深我們對於IGRA準確性的質疑。

過去針對潛伏性結核菌感染治療的研究多顯

示投與藥物可減少產生結核病的風險，單一

i soniazid治療約可減少八至九成的發病風險，但

是仍有少數比例產生併發症，極少數個案因而死

亡。被診斷為潛伏性結核菌感染終其一生發病的

機會是5-10%，也就是說90-95%被認為是潛伏性

結核菌感染的人並不會有結核病。不可諱言的是

讓所有測試陽性的人接受藥物治療確實會減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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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人發病的機會，而在未發病前，我們無從得知其

中到底哪些人會真正發病，那些人不會發病。對這

些90-95%本來就不會發病的人而言，卻要冒著藥

物副作用的風險，吃三到九個月的藥。我們需要對

所謂的潛伏性結核菌感染有更深入的了解，對診

斷要能更加明確，我們需要更精準的測試工具來

找出真正發病高風險的族群，才能避免無謂的治

療與資源的浪費。

在這些問題還不能完全得到釐清前，推動潛

伏性感染的治療需要更為謹慎，醫界需要提供民

眾更充足的資訊，包括將來發病機會，服藥副作用

的風險，以「醫病決策共享」( s h a r e  d e c i s i o n  

making)的原則與方式，決定個人是否接受治療，

而不是一味地鼓吹測試陽性者接受藥物，畢竟陽

性檢驗不一定代表結核感染，陽性檢驗也不是疾

病狀態，藥物治療的利弊需要醫師與民眾(不是病

患)共同來討論，作出對個人與群體最適當的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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