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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結核病為全球最重要的傳染病之一，也是台灣法定傳染病中每年確診數及死亡數最多的傳染病。世界衛

生組織估計，2012 年全球新發生的結核病人數有 860 萬人，死於結核病的人數為 130 萬人，而 2013 年全球有

3.81 億人患有糖尿病，其盛行率逐年上升，預估到 2030 年將增加一倍。同時，2012 年約有 150 萬人死於糖尿

病，超過 80% 的糖尿病死亡發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糖尿病與結核病關係密切，兩者互為危險因子，糖

尿病會導致結核病發生率提高三倍，且糖尿病亦是結核病常見的合併症。糖尿病會使結核病的臨床症狀惡化，

而結核病也會使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更難控制，所以同時罹患兩種疾病的病人需要更細心的臨床管理，必須制定

合適的策略，儘早為糖尿病患者診斷出結核，同時必須儘早為結核患者診斷出糖尿病。有鑒於此，糖尿病和結

核病預防和照護計畫之間應進行合作，因此國際衛生組織（WHO）及國際抗癆與肺病聯盟 (IUATLD) 成立一個

協同合作框架，目的在引導制定糖尿病與結核病協同照護之全國性計畫、協助臨床醫師和其他相關照護團隊共

同推行預防與管控糖尿病與結核病，並提供相關組織和醫護單位針對這兩種疾病建立協同反應策略的方法。

　　為了讓臨床醫療人員對防治糖尿病與結核病這兩種共病有所依循，本學會於 2015 年邀請林慶雄醫師擔任

召集人籌組編輯委員會，並邀請黃伊文醫師、余明治醫師、王振源醫師、鍾飲文醫師擔任執行編輯，依照 WHO「結

核病與糖尿病照護及管控協同框架」內容為藍本，並收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再由各編輯委員分工進行各章節的

潤飾與修正，編輯出臺灣版本，祈望發行後能提升國內對此兩項重要疾病的重視與診治水準，並喚起政府相關

單位對糖尿病與結核病共同照護的重視，以造福更多的病人。

　　發展結核病與糖尿病照護及管控協同框架，是基於兩項疾病的關聯性，像是糖尿病患者可能有較高罹患

肺結核的風險，且糖尿病可能干擾特定肺結核藥物的活性，致出現較高的肺結核治療結果不良的風險，另一方

面，結核病藥物也可能因為交互作用而干擾糖尿病的治療。

　　面對這些風險，糖尿病人進行結核病篩檢，以及結核病人及早診斷糖尿病，可視為兩項疾病防治的必要手

段。不論是從改善結核病偵測率和治療結果的出發點，或是從糖尿病的監測、診斷及治療的觀點，上述措施，都

有助病人健康的促進，也有助於全球公共衛生策略框架的建立及推動。

　　目前，國內對於結核病或糖尿病的照護和預防活動，都有各自對應的臨床處置準則和照護及評量措施，此

其時，發展結核病與糖尿病照護及管控協同框架，即在對兩種疾病的醫療服務間，啟用有效的交叉轉介服務，

並導入兩種疾病臨床照護整合機制，以促進糖尿病的預防照護和結核病管控計畫的落實。

　　欣見臺灣結核暨肺部疾病醫學會在理事長蘇維鈞的帶領下，由林慶雄醫師擔任召集人，聯合國內專家醫

師組成編輯委員會，在 WHO 及 IUATLD 專家諮詢會議指引基礎上，編訂臺灣版的「結核病與糖尿病照護及管

控協同框架」，作為臨床處置及醫療機構啟動交叉轉介服務的準則。這個協同機制將能兼顧糖尿病人潛在結核

病評估以及結核病人之糖尿病篩檢，並使病人獲得更高品質的治療和處置，成為兩項疾病預防及治療的重要

策略，嘉惠病人且為公共衛生的提升做出貢獻。

臺灣結核暨肺部疾病醫學會

理事長 蘇維鈞 謹序

2015年 2月7日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理事長 杜思德

序言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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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序 執行摘要

　　結核病雖經醫界與學界多年努力，仍為世界主要死亡原因之一，結核病高危險族群除了社會地位或經濟地

位低的族群遊民、貧民、營養不良者、過於擁擠的生活環境，另外也受相關共病影響如：AIDS，糖尿病，全身性

紅斑性狼蒼，使用類固醇者，免疫抑制劑者，癌症患者，支氣管擴張，塵肺症等。目前結核病仍是威脅國人健康

最為嚴重的呼吸道傳染病，且結核病通報個案數一直高居我國法定傳染病第一位，結核病每年新增確定病例數

及死亡數均為臺灣法定傳染病之首。為有效控制結核病傳染與產生抗藥性細菌等公共衛生問題。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於2006 年 7月開始實施「結核病十年減半全民動員計畫」，期間推行多項政策，包括「都治計畫」、「大

眾航空器限航政策」、「多重抗藥性結核病醫療照護體系」、「加強結核病接觸者檢查」、「潛伏結核感染者治

療計畫」及「擴大高風險族群主動發現對象」等，主要目標是希望將目前的結核病發生率能有效下降甚至終結

結核病的發生。為更有效監測及規劃不同防治策略，未來應更加持續關注肺結核共病之問題及治療，並且能有

更多肺結核共病相關之資訊傳達給醫療照護人員。

　　國內目前並無結核病共病相關之完整系列書刊，學會用心規畫就是想出版一部適合給國內醫護人員在結

核病共病照護方面的系列工具書。為了達到此一預訂目標，此系列書刊從主題、選稿及修訂等各方面，都經過

臺灣結核暨肺部疾病醫學會委員嚴格檢視及討論，並採用了最新的觀念和標準來完成書刊的編輯。本書引用

WHO「結核病與糖尿病照護及管控協同框架」並邀集胸腔內科專家做文章內容之審查及修訂，臺灣結核暨肺

部疾病醫學會未來將針對結核相關之共病，將推出一系列「結核病共病照護」書刊，做為臨床醫療人員照護及

治療結核病時之參考，也冀望能藉此拋磚引玉，有更多的先進及前輩能提供更多的治療經驗分享給臨床醫療

人員，使得結核病照護醫療能更臻完善。

　　感謝糖尿病衛教學會杜思德理事長撰寫推薦序，臺灣結核暨肺部疾病醫學會蘇維鈞理事長及編輯委員多

方指導，北榮新陳代謝科陳涵栩主任百忙中協助審稿，並感謝本學會陳宛君秘書協助書籍出版事宜。 

　　糖尿病會導致罹患結核病的風險增為原來的三倍；因此，結核病在糖尿病患者中的發生率高於普通人，同

時糖尿病亦為結核病患者常見的合併症。糖尿病會使結核病的臨床病程惡化，而結核病也會使糖尿病患者的血

糖更難控制，是故同時罹患此兩種疾病的病人需要謹慎的臨床處置。為了確保同時罹患結核病與糖尿病的病

人能獲得最佳照護，我們必須擬訂合適的策略：務必盡早為糖尿病患者診斷出結核病，同時也盡早為結核病患

者診斷出糖尿病。 

　　在許多結核病疾病負荷甚高的低收入和中收入國家，生活型態與飲食習慣的改變是糖尿病盛行率上升的

貢獻因子。糖尿病持續攀升的疾病負荷促使人群中的結核病盛行率居高不下，而且就全球而言，結核病案例中

可歸因於糖尿病的比例還可能持續攀升。此等雙重疾病負荷，對於世界各國的醫療體系都是一項嚴峻且持續

加重的挑戰。

　　有鑑於結核病和糖尿病的合併處置及控制方面仍缺乏國際性指引，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國際抗癆暨

肺部疾病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以下簡稱為「聯盟」）特別找出

有待解答的關鍵問題，並委託相關單位針對探討這類問題的研究進行系統性回顧。世界衛生組織與聯盟規劃了

一系列專家諮詢會議，以評估系統性回顧的研究發現，同時成立一個指引小組，以發展此一臨時協同合作框架。 

　　成立此框架之目的，在於指導全國性計畫、臨床醫師，以及其他參與糖尿病和結核病之預防和控制及病患

照護的人員，如何在組織和臨床層面上建立對此兩種疾病的協調式反應機制。此框架的依據，是從關於結核病

與糖尿病診斷和處置的系統性回顧和現有指引中收集到的證據。從這些系統性回顧，我們已確認協同性介入

措施在有效性和成本效益方面的證據基礎薄弱。因此，此框架係屬臨時性框架，其中數項臨時性建議事項仍需

要在較佳證據出現後接受修訂。為了針對如何彌補知識缺口提出建議，此框架同時包括了一個優先研究領域的

列表。 

此框架包括以下臨時性建議： 

建立協同合作機制 

1. 各地域、區域及／或當地層級（可因各國專屬因子而變動）應成立聯合協調機制，且所有相關利害關係人均

應派出代表參與。應擬訂一套聯合活動計畫，並將該計畫反映在非傳染性疾病與結核病的全國性計畫中。 

2. 應在結核病疾病負荷屬中等至高度的環境，針對糖尿病患者啟動結核病監測。 

3. 所有國家均應針對結核病患者啟動糖尿病監測。 

4. 在建立協同活動的地點，全國性計畫應協議出一組核心指標和資料收集工具，以針對用以改善兩種疾病之

照護和預防的活動，進行監測與評量。糖尿病計畫應探索利用都治（DOTS）計畫、轉而監測及通報糖尿病案

例和治療結果的可能性。

在糖尿病患者中偵測和處置結核病  

5. 針對糖尿病患者，應至少在其糖尿病確診時（可行時，亦包括定期檢查時）篩檢其是否有慢性咳嗽（即持續

超過兩週的咳嗽）。有結核病症狀的病患應依照該國指引接受檢查，亦應按照該國指引嚴格遵行其他診斷

臺灣結核暨肺部疾病醫學會

理事暨編輯委員會召集人 林慶雄 謹序

2015 年 3 月1日

編輯序 執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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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程序（例如可判斷是否罹患肺外結核病的程序）。

6. 在試圖於糖尿病患者中改善結核病診斷成效的研究中，應探索是否可以條件更寬鬆的進行結核病疾病的篩

檢（例如：針對所有診斷為糖尿病的患者進行結核病篩檢，而無視症狀為何）。

7. 應成立轉介系統，確保能及時將疑似患有結核病的病人轉介至結核病診斷和治療中心，並依據全國性結核

病管控計畫的指引接受評估。 

8. 應提高醫護人員及其所服務之人群，對糖尿病與結核病之關聯（包含共通危險因子）的認知與知識，以加強

發現結核病的病例。 

9. 各醫療機構（包括糖尿病診所）均應實行感染管控計畫，並於其中納入可減少結核病於醫療場所中傳播的

行政和環境管控措施。這類措施應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結核病感染管控指引。

10. 應依據現行的結核病治療指引和國際標準，提供糖尿病患者結核病治療和個案管理服務。針對糖尿病患者

開立的結核病療程，應與非糖尿病患者的療程相同。

在結核病患者中偵測和處置糖尿病 

11. 在有診斷資源的條件下，應在結核病患者開始接受治療時篩檢其是否罹患糖尿病。篩檢和診斷性檢測的類

型，應根據當地衛生體系和資源可得性調整，並等待未來出現更多關於最佳篩檢和診斷方式的證據時，再作

調整。

12. 結核病患者之糖尿病處置，應依據現有處置指引進行。 

1. 前言

1.1 緣起

兩種流行病的交會

　　目前，結核病仍是全球公共衛生的主要重點之一，主要影響窮困和弱勢族群 (1)。每年有超過九百萬人因

此一傳染病而病倒，並有將近兩百萬人死於該疾病 (1)。糖尿病則是一種在世界各地（包含許多結核病疾病負

荷較高的地區）病例都持續增長的慢性代謝性疾病，患者會有較高風險罹患結核病 (2)，也有較高的風險發生

不良的結核病治療結果。糖尿病患者增加可能會導致結核病更難照護和管控，尤其是在許多兩種疾病疾病負

荷都偏高的區域 (4, 5)。 

　　在 2010 年，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世界共有 2.85 億人患有糖尿病，其中 700 萬人於該年度罹病，且有 390

萬例死亡案例可歸因於糖尿病 (6, 7)。依據目前的預測，糖尿病病患將會在 2030 年達到 4.38 億人，其中 80%

將出現於開發中國家 (7)，而促使糖尿病患者增長的主要原因是飲食習慣和活動量的改變 (8)。在極度貧困的國

家中，糖尿病在有錢人中較為常見，但是經濟發展會快速扭轉此一趨勢，導致社會經濟層級較低的人更容易罹

患糖尿病；事實上在所有國家中，糖尿病後遺症最嚴重者都是窮人 (9)。因此，社經地位較低的群體更容易受到

這兩種疾病影響 (10)。 

共通的危險因子

　　在過去十年間，結核病和糖尿病間之相關性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與研究 (11, 12)。各界已提出許多假設，在某

些假設方面相關證據的數量也已經有所成長，但仍然不甚完整。理論上，糖尿病和結核病可能在許多層面上互相

加重病情。可想而知，糖尿病患者可能比非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受到感染，使得潛伏性結核病感染的風險提升，但

相關證據仍相當薄弱 (13, 14)。相較於非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的結核病感染可能進展較快 (2, 15, 16)。結核

病的臨床表現在糖尿病患者中可能改變，並使傳統診斷流程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出現變化。在活動性結核病患者中，

糖尿病可能使微生物學改善反應延後出現、降低有利治療結果出現的可能性，並提升復發或死亡風險，而對結核

病治療成果造成負面影響 (3)。糖尿病也可能會使接受結核病治療的患者體內更早出現抗藥結核病，尤其是多重

抗藥性結核病（定義為能同時對抗 rifampicin 及 isoniazid 的結核病菌株），但現有證據仍不足 (17)。反過來結核

病也可能會誘使糖尿病發病，並導致原本即患有糖尿病者的血糖控制變差。最後，治療結核病的藥物可能因為藥

物交互作用而干擾糖尿病的治療，而糖尿病也可能干擾特定抗結核病藥物的活性 (18)。 

結核病照護與管控上的不足

　　過去 20 年來，世界各國的全國性 結核病管控都透 過督治計畫 DOTS 和終止結核病策略（Stop TB 

Strategy）實行結核病的管控，並已獲得明顯的成功，包括病例偵測率的提升及治療結果的改善 (1)。然而，目前

仍需要針對以下問題進行改善： 

　　首先，各國必須確保針對各類型結核病制定完善和早期偵測的方案。在 2005-2009 年間，全世界的結核

病病例偵測率停滯在 60% 左右 (19)。許多國家的結核病偵測率甚至還更低，而且多數國家仍有長時間延誤診

斷和治療的現象 (20)，致使疾病的傳播更加嚴重。另外也必須大幅提升痰抹片陰性結核病和多重抗藥性結核

病的偵測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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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雖然全世界的治療成功率已超越 85% 的目標，但是許多情況和部分次族群中的治療結果仍未臻理

想 (1)。在經常出現不良治療結果的情況中，原因可能包括：患者對療程的遵囑性不佳、抗藥性結核病盛行率高，

及／或同時罹患其他疾病（例如人類免疫不全病毒 [HIV] 感染、營養不良、物質依賴、吸菸相關病症以及糖尿病）

而較易出現不良治療結果。 

　　第三，雖然全球結核病的發生率、盛行率和死亡率都有下降的趨勢，但下降速率卻比預期緩慢 (1)。由於下

降速率緩慢，因此可能無法在所有的世界衛生組織地區中，都達成「2015 年時結核病盛行率和死亡率相較於

1990 年水準減半」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此外，就全世界整體而言及大部分地

區而言，目前都完全偏離達到結核病完全根除之發生率（定義為 2050 年時結核病發生率不到每百萬人1 例）

所需之趨勢 (1)。因此我們仍需要額外的介入措施，以達到管控和根除結核病之目標。目前最急迫的是，我們應

當更努力改善結核病的病例偵測率和治療結果，以達到將近 100% 之病例偵測率和治療成功率的最終目標。另

外也需要新的結核病診斷、預防和治療工具。額外的努力亦應包括對已知的結核病社會因素和危險因子（例如

HIV/AIDS、吸菸、營養不良、酗酒、糖尿病、擁擠的居住環境以及室內空氣汙染）進行介入，降低人們感染結核

病的機會，以達到預防結核病的目標 (1, 21)。 

協同活動的增效作用

　　糖尿病與結核病之間的關聯性，對於前述所有結核病管控的難題而言都可能有額外的意義。首先，糖尿病

患者感染結核病的風險較高，因此為了提升早期病例偵測率，可能有必要在結核病盛行率高的族群中，對糖尿

病患者實施結核病篩檢。第二，由於糖尿病可能會提升結核病患者中出現不良治療結果的風險，因此可能需要

為糖尿病患者特別留意，確保他們能獲得高品質的結核病治療。如欲達成此目標，必須在經常未確實診斷出糖

尿病的環境中，對結核病患者實施糖尿病篩檢。第三，廣泛實施糖尿病的初級和次級預防，將有助於在全人口

中預防結核病。最後，可能有必要針對近期曾接觸結核病患者的糖尿病患者施行結核病預防療法。

　　經過改良的協同活動也可能改善糖尿病的照護與預防。在中低收入國家，未確實診斷出疾病是常見的情況，

而且有可能透過對結核病患者篩檢糖尿病而獲得改善。糖尿病的處置必須適當，就如同糖尿病人在其他各類

感染的處置一般。我們可以在都治策略的成功之上，進一步藉由下列方式改善糖尿病的處置：強調病患支持的

重要性並監督其治療狀況；標準化的流程、可靠地供應有品質保證之藥物、定期監測與評估，以及各項處置及

行政程序；以及政策的投入。

1.2 協同框架之目的 

　　協同框架之目的在於協助決策者、公共衛生人員以及臨床醫師，瞭解如何減輕糖尿病和結核病共同造成

的疾病負荷。協同框架回應了一項越來越多人關注的問題 ─ 應實施哪些協同活動，以及應於何種情況下實施。

對於此兩種疾病預防和照護計畫中既有的核心活動，此框架將能發揮互補和增效的作用。「終止結核病策略」

(22) 及「國際結核病照護標準」(23) 已提出結核病照護和管控的關鍵要素。同樣的，框架亦制定了一系列預防、

診斷和治療糖尿病的活動，做為建立糖尿病管制策略的基礎 (24)。 

　　框架並未要求成立一個新的專科或獨立的管控計畫，而是鼓勵糖尿病和結核病預防和照護計畫之間進行

合作，整體目的為增強不同疾病管制計畫之間的合作，作為健全醫療體系的一部分。在過去數十年間，結核病

和 HIV/AIDS 管制計畫的有效協同合作，已協助避免服務提供架構發生不必要的重複，同時也促使有限醫療資

源的運用達到最佳、協調良好的狀態。此處提出的框架即以 TB/HIV 的合作經驗為基礎，並將其關鍵要素應用

於結核病和糖尿病上。這些要素還可能進一步應用於結核病和相關共存病症的其他危險因子上。WHO 與協力

組織正在探討其他結核病危險因子及共存疾病（例如與吸菸有關的病症 (25)、營養不良 (26)、酗酒 (27) 和物

質濫用 (28)）所帶來的影響。 

　　在理想情況下，未來的協同框架應涵蓋所有相關的感染性和非傳染性疾病管制計畫。不過，目前的證據基

礎仍不足以支持如此全面性的協同框架。 

　　結核病與糖尿病間關聯性的科學證據，在兩者交互作用的特定面向上也還不完整，而且也沒有足夠的數據

可支持對協同活動中數項關鍵要素所提出的具體指導原則。由於缺乏高品質的證據，該框架並未針對潛伏性

結核病感染的診斷，以及在糖尿病患者中預防潛伏性結核病感染之療法，納入任何相關建議。不過，目前確實

已有充分證據可制定一系列的廣泛建議，但這些建議在往後出現更多證據時仍需要進一步微調。 

　　基於這些原因，此框架在本質上屬於暫時性，且政策上的建議係以觀察研究所提供的現有證據作為依據。

這是一項動態性框架，會持續依據新證據和最佳實務做法進行更新，且應於 2015 年接受審查和修訂。該框架

之目的在於協助刺激作業研究（operational research）的進行。當有更好的科學證據以及經過佐證的各國經驗

出現時，此框架應可進一步發展成協同活動的全球性策略及指引。

1.3 目標對象 

　　本文件主要是提供給決策者與公共衛生人員（包含全國性結核病管制計畫以及糖尿病照護和預防倡議計

畫的管理人員），以及公共衛生和疾病管制領域的發展機構、非政府組織、研究人員與贊助機構。本文件提出

之建議，也可能對其他公家機關和部門的策略方向和活動，具有重大意義。本文件亦以在醫療部門各層級工作

的臨床人員，作為間接的宣導對象。不過，此框架仍需要根據國家和當地的狀況調整，包括發展國家專屬的臨

床指引，以作為結核病與糖尿病指引的一部分。 

　　提出之建議對於所有國家的適用性可能不盡相同。實施協同活動的相對重要性乃取決於該國或當地的情

況，包括兩種疾病的盛行率、糖尿病診斷和治療服務的可得性、全國性結核病管控計畫的強度、與此兩種疾病

競爭的優先領域，以及資源可得性。因此，本文件可能最適用於結核病疾病負荷較高及糖尿病盛行率較高或快

速攀升中的國家。 

　　強健的全國性結核病管制計畫及糖尿病預防和照護計畫，是實施此項框架的理想起點。若當地已有這類

計畫，則關鍵作為應為確保計畫之間的協調性、為兩項計畫導入基本篩檢方式，並於各種醫療服務之間啟用有

效的交叉轉介服務。當同一個初級醫療照護結構內已有上述兩種服務時，該等協調方式應方便易行。不同服務

間確切的角色分工會因國家而異。不過原則上，應該要能在結核病機構中針對結核病患者進行基本的糖尿病篩

檢（例如檢測隨機血糖）、於糖尿病診所進行簡單的結核病症狀篩檢，並於必要時轉介病患以接受結核病診斷

性檢查。在大部分情況下，結核病治療應在結核病機構內開始，但後續的治療協助與監督作業則可於任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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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糖尿病處置中並非每一部分的工作都必須在糖尿病機構內進行；例如，自我管理的相關建議和衛教，可

以部分納入屬於結核病治療所給予的服務流程中，尤其是在密集治療期（最初 2 個月）中所施行的直接觀察治

療期間（有時超過此期間亦可）。

　　如果糖尿病服務項目尚未完善開發（如同許多結核病疾病負荷高的國家之情況），則本框架提出的部分建

議可能並不適用。不過，本框架仍可誘使相關單位做出協同性的努力以強化糖尿病服務（以及其他非傳染性疾

病的服務），以建立良好、全面和病人導向醫療照護所需要的環境，進而對結核病的照護和管制，以及糖尿病

和其他非傳染性疾病的照護和預防帶來助益。

2. 框架的發展過程

　　2009 年一月，世界衛生組織及聯盟在位於瑞士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總部舉行了一項會議，針對欲探討

糖尿病和結核病間關聯性的系統性回顧，審視現有證據並找出優先問題。該會議依據下列項目排列問題之優

先順序：（i）在證據中所發現的缺口；（ii）對於結核病疾病負荷高及糖尿病疾病負荷高或成長快速的中低收入

國家之政策和實務而言，該等問題的適切性；（iii）可立即發展出計畫性政策的潛力；以及（iv）可透過系統性回

顧取得有用證據的可能性。已排出優先順序的問題列於框 1。 

框 1：可透過系統性回顧解決的問題 

1. 糖尿病與結核病感染是否有關？ 

2. 糖尿病與活動性結核病是否有關？ 

3. 糖尿病與治療 2-3 個月後陽性的痰液培養結果是否有關？ 

4. 糖尿病與良好結核病治療結果是否有關？ 

5. 糖尿病與治療期間的死亡是否有關？ 

6. 糖尿病與結核病復發是否有關？ 

7. 糖尿病與抗藥性結核病是否有關？ 

8. 對糖尿病患者篩檢結核病是否會提高結核病病例的偵測率？ 

9. 對結核病患者篩檢糖尿病是否會提高糖尿病病例的偵測率？ 

10. 最初在結核病患者中發現的高血糖是否會在接受結核病治療後消失？ 

11. 糖尿病使用的化學預防方式是否能有效預防結核病？ 

12. 相較於不篩檢，對糖尿病患者篩檢結核病是否更能預防結核病相關疾病和死亡事件？ 

13. 相較於不篩檢，對結核病患者篩檢糖尿病是否更能預防糖尿病相關疾病和死亡事件？ 

　　文獻的系統性回顧，其委託者為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之前該學院已針對第二題：「糖尿病與活動

性結核病是否有關？」發表了一篇系統性回顧 (2)。此次針對糖尿病及結核病之關聯性進行了回顧更新，而針對

其他問題則進行全新的回顧。各項研究係於下列資料庫中搜尋而得：（i）PubMed（1965 到 2009 年六月的文獻）、

（ii）EMBASE（1974 到 2009 年六月的文獻），以及（iii）聯盟的會議紀錄（2007 年和 2008 年）。

　　為了找出探討糖尿病及結核病感染間關聯性的研究，我們針對摘要中含有下列任一項結核病感染相關詞

彙的研究，檢視了論文全文：「潛伏（latent）」或「結核菌素皮膚測試（tuberculin skin）」，或「純化蛋白質衍生

物（PPD）」或「干擾素（interferon）」，或「Mantoux」或「Heaf」或「Tine」。任何將糖尿病與結核病感染關係量化，

或允許算出相對風險的研究，均納入最終分析之中。為了找出探討糖尿病與結核病間關聯性的研究，我們快速

掃視了在論文全文中曾測量活動性結核病危險因子之影響的研究，以判定該研究是否將糖尿病納為一項危險

因子。如同過去發表的系統性回顧一般 (2)，本次系統性回顧也納入測量糖尿病與結核病間關聯性並完成年齡

校正的研究。 

　　為了找出探討糖尿病與抗藥性結核病間關聯性的研究，我們檢視了摘要中包括以下任一項詞彙的研究：

「抗 藥（drug-resistant）」、「抗 藥 性（drug-resistance）」、「多重 抗 藥（multidrug-resistant）」、「抗 藥（drug 

前言 框架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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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t）」或「抗藥性（drug resistance）」、「MDR TB」或「MDRTB」。我們快速掃視了探討抗藥性結核病危險

因子的研究之論文全文，以判定該研究是否將糖尿病視為結核病的危險因子進行評估。將糖尿病與抗藥性結

核病間關聯性量化或允許算出相對風險的研究，均已納入其中。 

　　為了找出探討糖尿病和結核病治療結果間關聯性的研究，我們搜尋了探討糖尿病和結核病的研究，以及

探討結核病治療結果但摘要中不一定提及糖尿病的研究。針對糖尿病和下列 5 項結核病治療結果中至少一

項的關聯性，提供效果估計值或允許算出效果估計值的研究，均已納入回顧中：（i）接受治療的病人，在治療

2-3 個月時發生培養陰轉的比例，（ii）由治療失敗和死亡組成的結果，（iii）死亡，（iv）復發，（v）或復發性抗

藥性結核病。為了對探討結核病治療結果的研究進行歸納，文獻搜尋還擴增範圍，以納入 WHO 區域性資料庫 

(AIM (AFRO)、LILACS (AMRO/PAHO)、IMEMR (EMRO)、IMSEAR (SEARO)、WPRIM (WPRO)) (http://www.

globalhealthlibrary.net/php/index.php)，並且在考量發表此篇系統性回顧之審閱人員要求下，將文獻搜尋範圍

延續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為了瞭解針對糖尿病患者進行結核病篩檢或對結核病病患進行糖尿病篩檢是否能偵測到新病例，系統性

回顧搜查了摘要內包括以下詞根的研究：「篩檢（screen*）」、「偵測（detect*）」、「診斷（diagnos*）」、「化學預

防（chemoproph*）」、「異菸酸酊（isoniazid*）」及「預防（prevent*）」。 

a. 為了評核針對糖尿病患者進行結核病篩檢的成效，系統性回顧納入了以下列任一種鑑別方式，對先前診斷出

糖尿病的族群主動進行活動性結核病篩檢的研究：符合結核病診斷的 X 光檢查結果、陽性痰液抹片顯微鏡

檢查結果、陽性分枝桿菌培養結果、臨床診斷以及對抗結核病治療的反應。已排除所有未描述篩檢群體之

年齡分布狀況的研究。 

b. 為了評核針對結核病患者進行糖尿病篩檢的成效，系統性回顧納入了以血糖檢測（包括隨機血糖測試、空腹

血糖測試、口服葡萄糖耐受性測試和糖化血色素 HbA1c 量測），對活動性結核病患者族群進行糖尿病篩檢

的研究。已排除所有未描述篩檢群體之年齡分布狀況的研究，以及僅診斷葡萄糖耐受不良的研究。 

c. 為了評核針對糖尿病患者進行化學預防措施的療效，系統性回顧納入了將接受結核病化學預防之糖尿病患

者與同樣患有糖尿病之對照群體的結核病發生率進行比較之研究。系統性回顧亦包括了在任何期限內，實

施標準抗結核病藥物和類似物的研究。 

　　探討結核病感染和結核病疾病間關聯性的研究，是依據研究設計進行分類。探討與抗藥性結核病之關聯

性的研究，是依據抗藥性類別（任何一種抗藥性、多重抗藥性或廣泛抗藥性）及疾病為原發性或後發性進行分

類。探討與結核病治療結果之關聯性的研究，則針對各項結果分別進行分析。效果估計值之異質性，是依據這

些類別，使用 Cochran Q 檢定和 Higgins I (2) 數值進行分析。針對無異質性的次組，是使用固定效應統合分

析結果後進行總結；若有異質性，則進行 Dersimonian-Laird 隨機效應統合分析。發表性偏差之可能性，是依

據 Begg 與 Egger 檢定法及目視漏斗圖（funnel plot）上是否有不對稱性的方式進行分析。 

　　針對糖尿病患者進行結核病篩檢之研究，可分為評估結核病盛行率的研究，以及透過縱向追蹤法評估結

核病發生率的研究。糖尿病患者與對照組之結核病盛行率和發生率，是在有數據的條件下才計算。追蹤研究之

年度結核病發生率，是將累積發生數除以追蹤長度（以年計）歸納而得。在將 X 光診斷出與細菌學檢查診斷出

的病例數區分開來的研究中，計算結核病盛行率時是採用後者的定義。然後計算盛行率或發病率之比例以及

盛行率或發病率之差異，以評估接受篩檢之糖尿病患者群體與對照群體（若有）間之結核病案例偵測率輸出的

相對和絕對比較。此外，在糖尿病患者群體中篩檢與偵測出額外之結核病案例需要填補的人員數量，則是使用

各研究中之盛行率或發病率差異的倒數進行計算。 

　　系統性回顧已在 2009 年八月底完成。系統性回顧催生了多篇同儕評審期刊上的論文；這些論文詳細描述

了研究方法和成果，並針對所回顧之研究提供進一步的資訊 (2, 3, 33)。框 1 總結了系統性回顧的主要發現，

附件 II 則呈現出各個問題的證據等級評等 (29)。系統性回顧所包括之研究，其詳細摘要已列於 WHO 網站上：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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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2：系統性回顧發現的總結 

1. 病例對照研究和世代研究，皆顯示糖尿病與活動性結核病風險之提升有關，但是，沒有證據顯示糖

尿病會增加結核病感染的易感性。目前雖未完全確定血糖控制不佳會提高結核病風險，不過此一相

關性仍有可能存在，而且有一些間接證據支持此一假設。先前已發表的系統性回顧論文含有完整細

節 (2)。更新後的回顧則查出額外三項於 2007 年三月到 2009 年五月之間發布，與針對糖尿病和活

動性結核病間之關聯有關的研究。總結來說共有四項世代研究，而在糖尿病患者中彙整後之隨機效

應結核病相對風險為 2.52 (95% CI 1.53–4.03)。此外，所回顧之研究中總計有十項病例對照研究，

勝算比在 1.16 ～ 7.81 的範圍內，而隨機效應總結之勝算比為 2.2。其中有兩項研究依據血糖控制狀

況對糖尿病進行分層，並顯示出高血糖與較高之結核病風險有關。欲這些研究的完整細節，可見於

位於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1 號補充資料。

2. 糖尿病似乎會影響數項關鍵結核病治療結果：糖尿病可能會延長痰液培養陰轉所需的時間，並提升

死亡的風險以及結核病復發的風險。但是，沒有證據顯示糖尿病會提升抗藥性菌株導致的結核病復

發風險。已發布之系統性回顧論文內包含經回顧之研究採取的詳細研究方式和總結 (3)。這些不良

結果背後的原因仍不明。糖尿病可能與利福平（rifampicin）濃度下降有關，且可能是因為抗結核病

藥物和口服降血糖藥物之間的交互作用而導致下降。糖尿病也可能是抗結核病藥物導致肝毒性的危

險因子之一；因此，糖尿病導致抗結核病藥物濃度降低與肝毒性提升，可能會分別增加患者疾病復

發的可能性以及提升死亡率。目前已知 rifampicin 是肝臟內藥物代謝酵素的誘導劑之一，能夠一貫

地降低多種口服糖尿病用藥的藥物動力學參數，進而使血糖控制惡化。該等累積證據顯示，應當更

加注意糖尿病患者之結核病治療，這可能包括糖尿病檢測、改善血糖控制以及加強臨床和治療監測。

然而，目前無證據顯示相關試驗已評估該介入措施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這些研究的完整細節可見

於位於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2 號補充資料。 

3. 在篩檢研究中，相較於大眾或非糖尿病患者之對照群體，糖尿病患者均顯示具有更高的結核病盛行

率和發病率。不過，此差異的幅度會因國家而異，而且低收入國家的證據基礎十分有限，甚至無任

何撒哈拉以南之非洲國家的資料。胰島素依賴型之糖尿病患者的結核病疾病負荷較不需要胰島素

的人高，而結核病患者之糖尿病盛行率，同樣也較健康對照組或一般大眾來得高，但是資料顯示在

接受結核病治療後血糖會降低，因此引發了何時是為接受抗結核病治療之結核病患者接受糖尿病

篩檢最佳時機的爭議。針對已知之糖尿病患進行密集的結核病篩檢，可能會提高早期結核病病例的

偵測率，但是目前針對這些措施在程序性條件下進行測試的研究很少。偵測出一例結核病病例所需

要篩檢的人數，會依據背景的結核病盛行率而異。當結核病盛行率小於每十萬人 25 例時，會需要篩

檢至少 1000 位糖尿病患者，而在結核病疾病負荷高的區域，需要篩檢的人數則會大幅降低。例如，

目前印度預估的結核病盛行率為每十萬人 283 例，因此僅需要篩檢 90 到 350 位糖尿病患者，便可

偵測出 1 或多例結核病病例。已發布之系統性回顧的論文，包含經回顧之研究採取的研究方式和總

結 (33)。所納入之研究的完整細節，可見於位於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

html 的 3 號補充資料。

4. 目前有少量證據（只有 50 年前進行的兩項試驗）顯示 isoniazid 預防療法能在糖尿病患者中降低結

核病風險，然而這兩項試驗的實施方法不良，因此關於糖尿病患者接受結核病預防治療的實際好處

和風險，目前仍是未知數。細節可見於位於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3 號補充資料。 

　　系統性回顧的發現，是聯盟於 2009 年 11 月在法國巴黎召開的專家會議中提出及接受評估。與會人員包

含糖尿病與結核病領域的專家，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聯盟、世界糖尿病基金會（World Diabetes Foundation）、

國際糖尿病聯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各學術機構與中低收入國家之衛生部的代表。會議之

主要目的在於評估系統性回顧的結果，並決定目前是否有充分的證據，可針對兩種疾病的協同診斷和處置提出

政策性建議、解決研究之不足，並針對這些不足制定研究議程 (30)。專家們在會議中評估了系統性回顧的品質，

評估範圍包括文獻搜尋策略、納入／排除標準，以及研究發現的解讀和呈現方法。研究議程已納入附件 III 之

中 (31)。系統性回顧之結果及該會議提出的建議，已在 2009 年12 月舉辦的第四十屆肺部健康世界大會（Union 

World Conference on Lung Health）中提出並進行討論。 

　　會議後決議，從此次系統性回顧和兩種疾病現有的指引已獲得充分的證據，可允許發展一項臨時性協同

框架。發展協同框架之計畫已獲世界衛生組織指引審查委員會核准，並成立了一個指引小組 (29)。世界衛生組

織和聯盟中協調此份工作的人員已共同擬定了框架的草案，包括具體的建議。其後已將草案提供給小組內所有

成員，並透過一系列的電話會議進行討論。總計已發出三個版本的框架和建議給小組成員，最後版本也已獲得

所有成員核准。小組成員對提出之建議無重大分歧。各項建議均依據系統性回顧的結論、結核病與糖尿病現有

的診斷和治療指引，以及專家意見而提出。依據系統性回顧發現之分級證據提出的建議，分為強、弱或條件性

建議，其他建議則沒有進行分級。 

　　框架的草案是在 2010 年 9 月 28 日，呈交世界衛生組織之結核病控制技術和策略專家小組（Strategic and 

Technical Advisory Group for TB）。在臨時性框架的定案作業中，考量了該小組所提供的數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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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的協同活動

　　框架之目的在於發展及落實協同活動，以降低同時罹患糖尿病與結核病之群體在兩項疾病上的共同負荷。

這類協同活動的目的為： 

A. 建立糖尿病和結核病診療之間的協同機制。 

B. 改善糖尿病患者之結核病偵測和處置。 

C. 改善結核病患者之糖尿病偵測和處置。 

表 1 列出建議的活動。 

　　本文件著重於如何處理糖尿病和結核病兩種流行病之連接，而且在衛生部門因應此一雙重疾病負荷所應

執行的協同活動。所有結核病疾病負荷高的國家均已建立全國性結核病管控計畫；該計畫即是此類協同措施

的關鍵對應窗口。而協同措施也必須包含其他參與結核病照護和管控的當地、國家和國際夥伴組織。糖尿病的

全國性預防和照護計畫或推動方針在高結核病疾病負擔之中、低收入國家較不完善。因此，協同措施可能較難

取得糖尿病的對應窗口，所以必須從地區診所層級開始，同時進一步發展全國性的糖尿病或非傳染性疾病之

預防與照護結構。 

表 1：建議的協同活動 

A. 建立協同機制 

A.1. 設立糖尿病和結核病活動的協調方法 

　　在糖尿病預防與照護計畫以及結核病管控計畫之間建立正式協調機制的國家很少，但當地和診所層級可

能已針對兩種疾病的臨床照護制定整合機制。 

　　應成立一個協調組織，確保現有計畫間之協同工作更加有效。由於該協調活動會涉及到非傳染性疾病和

傳染性疾病，因此該協調組織亦應考慮提升其他常見共病的協同措施，包括呼吸系統疾病、物質濫用以及營養

不良，同時應包括與 HIV 治療有關的代謝問題 (32)。若該協調組織已成立，則可將兩種疾病之協調活動納入該

組織的參考範圍內。該協調組織應涵蓋相關衛生部門的代表，疾病管控計畫負責人、醫院、國家健康保險與私

人醫療監管的負責人員，以及專業協會、糖尿病和結核病之病人團體與社會大眾之代表。 

　　協調組織的一項關鍵領域，在於確保糖尿病預防和照護服務與結核病管制計畫之間進行聯合規劃。該聯

合規劃應反映於非傳染性疾病（包括糖尿病）的計畫以及全國性結核病管制計畫中，並涵蓋以下工作： 

‧發展指引和工具，以執行結核病與糖尿病雙向篩檢，以及兩項疾病之治療與處置，包括制定國家和地區層級

的明確權責以及交互轉介的機制。 

‧品質管控的管理、標準和機制。 

‧資源的動用，包括實驗室、藥物和轉介之充分支援能力。 

‧服務前和服務中的訓練。 

‧協同推行、溝通和社會動員，以應對個別患者和社區在兩項疾病之臨床照護和預防上的需求。 

‧研究各個國家的特有問題（尤其是作業研究），並擴充證據基礎，以便協同活動能有效率且有效地實施。 

　　相互推動是協同框架中最重要的元素。全國性結核病管制計畫應為糖尿病預防和照護計畫提供協助，以

倡議預防和照護水準之提升，而糖尿病管制計畫亦應為結核病管制計畫提供類似的協助。相互協同應使用目前

兩項疾病間關聯的證據，並確保新知識能催生最佳的實務做法。 

建議 1

　　各地域、區域及／或當地層級（可因各國專屬因子而變動）應成立聯合協調機制，且所有相關利害關係人

均應派出代表參與。應擬訂糖尿病和結核病活動之聯合計畫，並分別反映在非傳染性疾病和結核病的全國性

計畫中。 

備註：在目前已發布之文獻中，未搜尋到探討糖尿病及結核病服務聯合協調工作之可行性或影響的研究。然而

指引小組的專家認為這是必要的第一步，而且在大部分情況下應為可接受且可行之措施。協調活動不代表一定

要有額外資源來建構新的基礎建設或人力，也可以利用現有資源（依據當地情況而定）達成，而且可能是結核

病和結核病有關之共病（例如 HIV、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物質依賴）的協調機制之一部分。 

A. 建立協同機制

A.1. 設立協調糖尿病和結核病活動的方法。 

A.2. 針對結核病疾病負荷中、高環境下的糖尿病患者，實施結核病盛行率監測。 

A.3. 針對所有國家的結核病患者，實施糖尿病盛行率監測。 

A.4. 監督和評核糖尿病與結核病之協同活動。

B. 偵測和處置糖尿病患者之結核病。

B.1. 提升糖尿病患者之結核病偵測率。 

B.2. 確保進行糖尿病處置之醫護環境已實施結核病感染管控。 

B.3. 確保糖尿病患能獲得高品質的結核病治療和處置。

C. 偵測和處置結核病患者之糖尿病。

C.1. 針對結核病患者進行糖尿病篩檢。

C.2. 確保結核病患者能獲得高品質的糖尿病治療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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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針對結核病疾病負荷中、高環境下的糖尿病患者，實施結核病盛行率監測 

　　只有少數國家曾透過研究試驗，取得糖尿病患者中結核病疾病負荷的資料，以及結核病患者中糖尿病疾病

負荷的資料 (33)。監測能提供規畫和實施程序所需要的資訊。糖尿病患者之結核病監測的兩個主要方式為：（i）

針對國家內具代表性之糖尿病患者群體進行定期（特別）的橫斷面調查，以及（ii）針對糖尿病患者進行例行式

結核病篩檢獲得的資料。所採用之方法取決於兩項疾病在國家內的盛行率及資源的可得性。結核病篩檢應依

據該國的全國性結核病指引進行，但特別調查可使用該等指引明定的標準篩檢和診斷流程以外的技術進行。 

　　在結核病盛行率低的環境中，偵測出一例結核病病例需要篩檢之糖尿病患者的數量將特別大；於此情況下，

可能不適用針對糖尿病患進行結核病監測的措施，且不可行。因此，提出之建議為僅可在結核病盛行率估計值

超過每十萬人100 例的區域中，推行結核病盛行率的監測活動。 

建議 2 

　　針對結核病疾病負荷屬中等至高度區域的糖尿病患者，應實施結核病的監測。 

備註：在目前發布的文獻中，未搜尋到探討對糖尿病患者進行結核病監測之可行性的研究。專家同意，該監測

有助於偵測到更多結核病案例，且可為決策者提供針對糖尿病患進行結核病篩檢的流行病學數據，而且只要

有充分的結核病治療資源，該監測就不會有對患者造成任何不良後果的風險。但是，若資源有限，即使當地的

結核病盛行率很高，可能也會無法導入結核病監測的措施。 

A.3. 針對所有國家的結核病患者，實施糖尿病監測 

　　針對結核病患者進行糖尿病監測的措施，包括（i）針對結核病患者的代表性群體，進行定期（特別）的橫

斷面調查，及／或（ii）結核病患者之例行糖尿病篩檢的數據（請參閱下方第 C.1. 節）。監測方法取決於資源可

得性、現有醫療系統之結構和容量。 

　　在初級衛生保健環境中，首選的糖尿病診斷方法是在用餐後兩個小時內，使用血糖機進行簡易的餐後血

糖量測，因為該環境特別講求診斷方法的簡便性、便宜性、快捷性、可靠性和數據的可用性。相較於空腹及／

或隨機血糖測量（FBS / RBS）方法，該方法能在例行偵測中，偵測到較多糖尿病患者。不過，衛生機構仍可使

用 FBS / RBS，前提是負責監測的機構已知道這兩種量測方式的敏感性較餐後血糖測量差。測量糖化血色素

（HbA1c）或口服葡萄糖耐量測試也是有效的試驗方式，但價格較昂貴且耗費時間。這兩種試驗方式，尤其是

HbA1c 測試，可用於確認血糖機的讀數 (34)。 

　　在 22 個高結核病疾病負荷的國家中，糖尿病患者占全體人口 2 ～ 9%(1)。由於糖尿病患者感染結核病的

風險較高，故結核病患者之糖尿病盛行率，通常是一般大眾的 2 ～ 3 倍。因此，偵測出一例糖尿病案例所需要

篩檢的結核病患者數量以及定期橫斷面調查需要的樣本數量都比較小。在初級醫療照護系統具備糖尿病基礎

設備和知識的所有國家中，對結核病患者實施糖尿病監測應為可行且可負擔之做法。 

建議 3 

　　所有國家均應對結核病患者施行糖尿病監測。 

備註：在目前發布之文獻中，未搜尋到探討對結核病患者進行糖尿病監測之可行性的研究，不過，該指引小組

之結論為在大部分情況下，該監測可行且有益。在大部分情況下，對資源的要求不會太高，因為可能僅需要針

對相對少數的結核病患者實施糖尿病檢測即已足夠。然而，當資源非常有限時，導入糖尿病監測的做法可能並

不可行。 

A.4. 監督和評核糖尿病與結核病之協同活動 

　　監督和評估能提供定期評估協同活動的相關資訊，包含品質、有效性、涵蓋率和實施的方式。終止結核病

策略中的都治計畫項目，讓居住在全世界最窮困國家的數百萬名結核病患者，都能獲得具制度性及受到良好監

督的服務。全國性結核病管制計畫的監督策略，應包含 HIV 參數監督和通報機制，且該機制應同時包括監督和

通報結核病患者之糖尿病盛行率。結核病與糖尿病協同活動之指標將於下方第 4 節中進一步解說。 

　　過去已有人提出依據都治計畫模式中的要素處置糖尿病的概念 (35, 36)，而高疾病負荷國家位於都會區的

糖尿病診所，將可透過作業研究初步測試和評估這些方式。糖尿病診所應特別分析發病率之每一季世代報告、

累積性結果、併發症和生存分析，是否能帶來較佳的處置和照護水準、更合理的預測和不間斷的藥物供給。篩

檢過程中找到的結核病病例，其監督和評核作業必須納入此一模式中。 

建議 4

　　在建立糖尿病與結核病協同措施時，兩種疾病計畫都必須在用以監督與評核協同活動的一組核心指標和

資料收集工具方面達成共識。糖尿病計畫應探討改變都治計畫系統之用途，轉而監督和通報病例及治療結果

的可行性。 

備註：在目前發布之文獻中，未搜尋到探討共同發展結核病與糖尿病評核與監督指標之可行性和影響的研究。

不過，許多全國性結核病管制計畫，在使用標準關鍵指標、例行之數據蒐集和報告表單方面已有將近 20 年的

經驗，而這些指標和表單的可行性和效用，已透過定期在國家、區域和全球結核病管制活動與成果通報中獲得

確立 (19)。糖尿病處置的改善，可參考成功的都治計畫策略，特別加強定期監督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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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回顧之分級證據的評估摘要 

備註：支持對糖尿病患者實施活動性結核病篩檢之直接證據，其品質非常低。在目前發布之文獻中，未搜尋到

探討對糖尿病患者實施例行式結核病篩檢之可行性和額外收益的相關研究。目前無任何研究探討為糖尿病患

者提升結核病篩檢頻率，是否會影響結核病之發病率或死亡率，但是有中等品質的證據顯示，糖尿病與結核病

有關，且糖尿病患者的結核病盛行率是一般人的 2 ～ 3 倍。因此，指引小組同意將此建議列為強烈建議，同時

強調實施該篩檢屬於研究議程的一部分。 

建議 7

　　應成立轉介系統，以確定能及時將疑似患有結核病之病人轉介至結核病診斷和治療中心，並依據全國性

結核病管控計畫的指引接受評估。 

備註：雖然在目前發布之文獻中，未搜尋到探討於結核病與糖尿病服務之間成立轉介系統的研究，但是指引小

組的專家都同意，有效的轉介機制是所有醫療系統的重要元素。 

建議 8

　　應提高醫護人員及其所服務之人群，對糖尿病與結核病之交互作用（包含共通危險因子）的認知與知識，

以加強發現結核病的病例。 

備註：在目前發布之文獻中，未搜尋到特別探討增加認知及瞭解結核病與糖尿病交互作用之方法的有效性研究。

但是指引小組的專家特別強調，此建議是訓練及培養以上兩種疾病之照護能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2. 確保進行糖尿病處置之醫護環境已實施結核病感染管控 

　　由於糖尿病診所內的結核病風險較一般大眾高，因此結核病傳染風險亦提升，且糖尿病患者罹患肺結核

的後果會更嚴重。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結核病感染管制指引已提出降低結核病傳播的方法，包括行政管理和環

境管控的措施；該措施之目的在於全面降低醫療人員和患者接觸結核分枝桿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的可能性 (38)。 

B. 偵測和處置糖尿病患者之結核病 

B.1. 提升糖尿病患者之結核病偵測率 

　　早期發現結核病症狀和跡象以及後續的診斷與及時治療，能提升存活的機率、提升生活品質，並降低結核

病在診所和社區的傳染。 

　　有證據顯示，糖尿病患者的結核病盛行率較一般大眾高 (18)。因此，現行針對結核病症狀進行篩檢及找出

咳嗽持續超過 2-3 週者的建議，應嚴格實施於此一風險族群。實務上，這代表臨床人員必須對糖尿病患者中出

現咳嗽的狀況保持警覺，也應準備好對糖尿病患者詢問咳嗽相關問題（至少在診斷時詢問，並且定期詢問 [ 例

如納為常規臨床追蹤作業的一部分 ]）。應針對可能罹患或確認罹患結核病的病人，建立適當的轉介機制及常

規紀錄和通報系統，並為所有相關人員提供適當的訓練。此措施之發展應為協同活動之共同計畫的一部分。 

　　目前無充分證據支持更主動的篩檢方法，例如針對所有糖尿病患者常規進行結核病的 X 光篩檢、痰液抹

片顯微鏡檢查或其他相關測試，或依據任何結核病症狀或跡象進行上述檢驗。不過，仍應針對無故的咳嗽、長

期發燒及／或其他與結核病有關的跡象或症狀，提高糖尿病患感染結核病之可能性的臨床警戒，尤其是在高

結核病疾病負荷的環境。所需篩檢的人數以及篩檢的成本效益，係取決於糖尿病患者之結核病盛行率、篩檢資

格條件，以及所選定篩檢方式和診斷方式在該環境中的敏感性、特異性和成本。在有必要遵行更主動案例偵測

策略的環境中，且資源許可時，應探討對糖尿病患者進行全面篩檢的做法，作為改善結核病病例偵測率之研究

議程的一部分。應鼓勵實施作業研究，以決定（i）最有效的篩檢流程，（ii）實施篩檢的頻率，以及（iii）最合適

的結核病篩檢工具。 

建議 5

　　至少應在診斷糖尿病時，詢問患者是否有長期咳嗽（持續超過兩週），且可行時也應在每一次的糖尿病例

行檢查中詢問。結核病症狀為陽性的患者，必須依據國家標準進行檢測，其他診斷程序（例如肺外結核病）同

樣必須確實依據國家標準執行。 

備註：本文件提出之系統性回顧未包括審查目前之結核病篩檢和診斷指引的證據。不過，此項建議完全符合現

行的結核病篩檢和診斷指引 (37)，因此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應該高度適用。其可行性和資源要求，與其他因結

核病症狀就診之患者的結核病症狀篩檢和診斷相同。 

建議 6

　　在試圖於糖尿病患者中改善結核病診斷成效的研究議程中，應探索是否可以條件更寬鬆的適應症進行活

動性結核病的篩檢（例如：針對所有診斷為糖尿病的患者進行，而無視症狀為何）。 

整體證據的品質 很低

潛在益處和害處的衡量 有益

小組內部的意見分歧 無

可接受性 高

可行性 依情況而異

資源要求 高

建議強度 強



結核病與糖尿病照護及管控協同框架 結核病與糖尿病照護及管控協同框架

21 22建議的協同活動 建議的協同活動

　　行政措施包括結核病的早期發現、診斷和治療，尤其是肺結核，並在確認或排除診斷之前，將可能的肺結

核患者隔離。環境防護應包括將自然通風最大化、提供大型敞開的門窗、提供空氣對流之敞開式天井，以及重

新規畫候診室，使其盡可能採露天設計 (39)。在經濟許可的情況下，應考慮提供機械通風系統，若已使用該系統，

則應定期維修該系統。 

建議 9

　　各醫療機構（包括糖尿病診所）均應實行感染管控計畫，並於其中納入可減少結核病於醫療場所中傳播的

行政和環境管控措施。這類措施應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結核病感染管控指引。 

備註：本文件提出之系統性回顧，無審查目前之結核病感染管制準則的證據，不過，此項建議完全符合現有的

結核病感染管控指引 (38)。 

B.3. 確保糖尿病患者能獲得高品質的結核病治療和處置 

　　糖尿病似乎對痰液培養結果陰轉時間具負面影響，而且會有較高的死亡和結核病復發風險（雖然並非由

抗藥性菌株造成的復發）(3)。導致負面結果的原因不是很明確，但是可能與糖尿病控制不佳而影響結核病治療

結果以及藥物間的交互作用有關。 

　　由於糖尿病患者似乎更容易感染結核病，因此必須針對此族群，將結核病治療和個案管理的所有標準面

向最佳化，包括開立正確的治療方案、最佳化的患者支援和監督，以及依據國家指引和國際標準執行臨床監督。

同時也包括多重抗藥性結核病的標準診斷、治療和處置。 

　　目前的證據仍無法支持變更推薦之標準結核病治療方案，或針對糖尿病患者中臨床結核病案例管理提出

具體的建議。在某些情境下，延長糖尿病患者的結核病療程是一項常見的臨床實務做法。不過，目前無任何已

發布之試驗，能證實延長療程的有效性。 

　　因此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以便更加了解藥物間之交互作用，並判定是否需要更改藥物的種類及／或劑量。 

　　目前仍無充足證據支持任何為具有潛伏結核病感染之糖尿病患，提供 isoniazid 預防治療的政策建議，或

使用任何類型的預防性治療，以避免惡化成活動性結核病。 

建議 10

　　應依據現行的結核病治療指引和國際標準，提供糖尿病患者中的結核病治療和個案管理服務。針對糖尿

病患者開立的結核病療程，應與非糖尿病患者的療程相同。

系統性回顧之分級證據的評估摘要

備註：有低品質的證據顯示，相對於未罹患糖尿病的肺結核患者，罹患糖尿病之肺結核患者的細菌培養陰轉有

更高的延後風險，且有中低品質之證據顯示，該罹患糖尿病之患者在接受結核病治療後，死亡風險和復發率更

高。這顯示我們特別有必要在此群病患中，確保其依據現有標準接受高品質的結核病治療。已有人提出對糖尿

病患者施行較長結核病療程的做法，而且在部分情境下此為建議採行的做法 (40)。不過，目前無任何已發表之

試驗，可證實針對糖尿病患實施延長結核病治療或對標準結核病療法作其他更動的有效性。因此，證明應針對

糖尿病患者施行特別結核病療法的證據非常少。有低品質的證據顯示，糖尿病與抗藥性結核病之間無相關性。

因此，指引小組的專家同意目前無證據可支持針對糖尿病患者實施特別結核病療法的做法。在取得更有效之證

據前，患者仍應依據現行結核病治療指引進行治療 (23, 41)。 

C. 偵測和處置結核病患者之糖尿病

C.1. 針對結核病患者進行糖尿病篩檢 

　　同上方 A.3. 節之討論，針對結核病患者進行糖尿病篩檢時，若國家之初級衛生保健環境已配備糖尿病的

基本設備和知識，即應執行該篩檢。不過，目前尚未確認最佳的篩檢辦法，包括時機和篩檢方式（24）。未來的

研究應可針對結核病治療中心內最佳的糖尿病篩檢方式和時機，提供更明確的資訊。 

　　結核病是屬於感染性疾病，會暫時提高血糖濃度，因此若過早進行檢查，可能會出現偽陽性的糖尿病診斷

結果；不過，延後篩檢也可能會在結核病治療密集期時，錯失早期展開糖尿病治療和衛教的機會，而早期治療

和衛教很可能對糖尿病的處置和結核病治療結果均具有正面影響。另外，高血糖症（即使為暫時性）可能是結

核病治療結果不良的危險因子之一。於診斷時直接在結核病診斷機構進行檢測的做法，也因為實務上的理由而

建議如此進行。許多結核病管制計畫會對難以進行實驗室檢驗的周邊機構提供去中央化的治療。因此，應在結

核病治療開始時於結核病診斷中心實施糖尿病篩檢，並於血糖值上升的臨床追蹤作業中確認糖尿病之診斷。 

　　應透過作業和其他研究方式，找出結核病患者中的最佳糖尿病診斷方式，並著重於成人患者，以及依據結

核病類別進行分類（抹片陽性肺結核、抹片陰性肺結核以及肺外結核），確認最可行與適合的篩檢方法。 

整體證據的品質 低

潛在益處和害處的衡量 有益

小組內部的意見分歧 無

可接受性 高

可行性 高

資源要求 中

建議強度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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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診斷資源的條件下，應在結核病患者開始接受治療時篩檢其是否罹患糖尿病。篩檢和診斷性檢測的

類型，應根據當地衛生體系和資源可得性調整，並等待未來出現更多關於最佳篩檢和診斷方式的證據時，再作

調整。

備註：針對結核病患者實施糖尿病篩檢之直接證據品質不佳。目前，僅有少數研究探討針對結核病患者實施例

行式糖尿病篩檢的可行性及額外收益。無任何已發布之研究，分析針對結核病患者提升糖尿病篩檢頻率時，對

疾病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影響。然而，目前有中等品質之證據顯示，糖尿病與結核病有關，且結核病患者之糖尿

病盛行率為一般大眾的 2 ～ 3 倍。如果有與糖尿病之診斷和治療有關的資源且可進行，應將為結核病患者實

施糖尿病篩檢視為基本臨床服務的一部分。篩檢應依據現有的篩檢和診斷指引進行 (42)。應透過研究試驗，針

對在結核病患者中用以篩檢糖尿病的具體篩檢和診斷流程，進行評估。依據整體醫療服務之角度，分析出需要

之資源供給較低，因為在大部分情況下，需要篩檢之結核病患者的人數不多。 

C.2. 確保結核病患者能獲得高品質的糖尿病治療和處置

　　許多中低收入國家的糖尿病照護未有充分之發展。應將加強相關服務列為協同活動的必要元素。針對結

核病患者進行的糖尿病照護最佳化，可能做為在整體醫療系統中改善該疾病之照護水準的出發點。雖然無任

何已發布之試驗，評核改善血糖控制是否會降低結核病治療不良結果的風險，但現有證據仍間接顯示，結核病

患者中達到最佳化的糖尿病處置作為（包括早期診斷、最佳化的治療和衛教以及臨床和治療監督）都能提升結

核病治療的結果，並降低結核病復發的風險。最佳化的糖尿病處置也可能會改善糖尿病引發之合併感染的情況，

該合併感染是導致 24% 非洲糖尿病患死亡的原因 (43)。 

　　未來還需要進行更多研究，以深入瞭解藥物間的交互作用，並確認是否需要更改藥物的種類及劑量。 

建議 12

　　應依據現有指引執行結核病患者之糖尿病處置。 

備註：本文件提出之系統性回顧，並未回顧現有糖尿病處置指引背後的證據。不過，此項建議仍符合現有的糖

尿病處置指引，保括針對因當前患有感染導致血糖控制惡化的病患所提出的特別考量 (44-46)。

整體證據的品質 低

潛在益處和害處的衡量 有益

小組內部的意見分歧 無

可接受性 高

可行性 依情況而異

資源要求 低

建議強度 強

4. 協同活動的評估指標 

　　監督一套關鍵流程和結果指標，能協助國家、組織和機構朝共同目標邁進，並加速實施全國性協同活動。

以下提出之指標可在診所、區域、省級及／或國家層級進行監督。這些指標以及其他潛在指標的選擇，乃取決

於結核病和糖尿病協同活動於當地的範疇。

　　確實監督這些指標，可以對不同的協同模式可行性與有效性提供相關基準。在理想情況中，這些執行研究

應包括定性研究方法，應該會對附件 II 提出的研究問題提供關鍵性補充。 

提出之指標  

1. 已制定協同性的結核病與糖尿病計畫 ( 是 / 否 ) 

2. 針對確診罹患糖尿病之患者進行慢性咳嗽篩檢的人數和比例 

3. 針對確診罹患糖尿病之患者進行結核病檢測（X 光檢驗、痰液抹片顯微鏡檢查、培養等）的人數和比例 

4. 糖尿病患的結核病盛行率 

5. 針對確診罹患結核病的患者進行糖尿病篩檢的人數和比例 

6. 結核病患者的糖尿病盛行率 

7. 糖尿病患者的結核病治療結果 

5. 實施協同活動及評估其影響

　　此框架提出之第一組建議牽涉到協同機制，並建議各方利害關係人應如何合作以確保協調性與當地適應

性達到最佳化，以及應如何依據第 4 節所建議之指標監督實施進度（請查閱第 3A 節和第 4 節）。建立共同協

調模式之建議，包括第 3B、3C 節內找出實行的阻礙及促進因素，並應將其導入糖尿病與結核病照護計畫中的

個別國家指引內。 

　　此框架將透過世界衛生組織各區域和國家的辦公室，轉送給衛生部和相關的公共衛生計畫，以及參

與結核病和糖尿病之預防和照護的國家級與國際級夥伴。聯盟、國際糖尿病聯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以及其他與 WHO 合作的技術機構，則會透過各自的網絡傳達此框架。 

　　將由世界衛生組織、聯盟、國際糖尿病聯盟以及其他相關夥伴，共同進行指引品質、有效性與影響的定期

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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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指引小組成員

專家 專業經歷 專長領域

Mauricio Barreto

教授

Instituto de Saude Coletiva, Universidade Federal da Bahia, Bahia, 

Brazil（巴西巴伊亞，巴伊亞聯邦大學，公共健康研究中心）

DM 和 TB 研究與流

行病學

Meghan A Baker 

博士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Boston, MA, US（美國麻省，波斯頓，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

病學部門）

DM 和 TB 研究

Nils Billo

博士

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 Paris, 

France（法國巴黎，國際抗癆聯盟）

TB 和公共衛生專家

Richard 

Brostrom

博士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gional Field 

Medical Officer, US Pacific Region, Hawaii State TB Controller（美

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美國亞太區區域醫療官，夏威夷州肺結

核管控員）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

代表

TB 和 DM 之臨床醫

師與流行病學研究

發展太平洋 TB 和糖

尿病指引

Ib Christian 

Bygbjerg

教授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Immunology and Microbiology,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Denmark（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國際

健康、免疫學和微生物學部門）

世界健康專家

TB 與 DM 研究

TB 臨床醫師

Martin 

Castellanos

博士

Centro Nacional de Vigilancia Epidemiológica y Control de 

Enfermedades, Mexico City, Mexico（墨西哥墨西哥城，國家流行

病監測與疾病控制中心）

策畫和執行墨西哥

TB 計畫

TB 研究

Saidi Egwaga

博士

National Tuberculosis and Leprosy Programme, Dar-es- Salaam,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三蘭港，國家

結核病和麻瘋病計畫）

規畫和實施坦尚尼

亞聯合共和國 TB 計

畫

TB 研究

Susan Fisher-

Hoch

教授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Texas Health Science 

Center, Houston, USA（美國德克薩斯大學休士頓醫學中心公共衛

生學院）

非洲與亞洲之 TB 研

究

弱 勢 群 體 的 DM 情

況以及 DM 與 TB 之

間的關聯性

Anthony D. 

Harries 教授

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 Paris, 

France（法國巴黎，國際抗癆聯盟）

2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Keppel Street, 

London, UK（英國倫敦 Keppel 街，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

TB、HIV 及 DM 之 研

究和臨床實踐

專家 專業經歷 專長領域

Christie Y Jeon 

博士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ologic Research, 

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U.S.（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

衛生學院，傳染病和流行病學研究中心）

DM 和 TB 研究

Knut Lönnroth
博士

Stop-TB Departmen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Switzerland（瑞士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控制 TB 部門）

TB 流行病學

TB 風險因素和共病研究，

公共衛生系統研究

Megan B. 

Murray 教授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Boston, MA, US 

（美國波斯頓，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系）

Division of Global Health Equity, Brigham & Women’s 

Hospital, Boston, MA, US（美國波斯頓，布萊根婦女醫院，

全球衛生平等部門）

DM 和 TB 研究和流行病學

系統性回顧

Toru Mori

博士

Research Institute of Tuberculosis, Kiyose, Tokyo, Japan（日

本東京清瀨市，結核病研究中心）

TB 研究和流行病學

策畫和實施日本 TB 計畫

Salah-Eddine 

Ottmani

博士

Stop-TB Departmen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Switzerland（瑞士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終止 TB 部門）

TB 流行病學

TB 風險因素和共病研究

Kaushik 

Ramaiya

博士

Shree Hindu Mandal Hospital, Dar Es Salaam,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三蘭港，Shree 

Hindu Mandal 醫院）

Department of Medicine, Muhimbili University of Health 

and Allied Sciences, Dar Es Salaam,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三蘭港，莫西比利衛生保健

醫科大學醫學系）

TB 和 DM 研究和臨床實際

Hon Gene ral  S ec re t a r y 

of Association of Private 

Health Facilities in Tanzania

（坦尚尼亞私人衛生設施協

會榮譽秘書長）

Hon Gene ral Sec reta r y, 

T a n z a n i a  D i a b e t e s 

Association（坦尚尼亞糖尿

病協會榮譽秘書長）

Gojka Roglic

博士

Depart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Health Promo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Switzerland（瑞士日內

瓦，世界衛生組織慢性病和健康促進部門）

DM 研究和流行病學

Nigel Unwin 教

授

Faculty of Medical Sciences, Cave Hill Campus,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西印度群島大學 Cave Hill 分校醫學科

學院）

DM 和 TB 研究和流行病學

附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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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專業經歷 專長領域

Vijay Viswanathan

博士

M.V.Hospital for Diabetes and Research Centre, 

Royapuram, Chennai, India（印度清奈，羅亞普蘭，M.V. 糖

尿病醫院和研究中心）

TB 和 DM 研究和流行病學

David Whiting
博士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Brussels, Belgium（比

利時布魯塞爾，國際糖尿病聯盟）

DM 流行病學和研究

國際糖尿病聯盟代表

Lixia Wang

博士

National Center for TB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Beijing, China

（中國北京，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TB 預防控制中心）

策畫和執行中國 TB 計畫

Wenhua Zhao

博士

National Center for Chronic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a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Beijing, 

China（中國北京，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慢性非傳染

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策畫和執行中國國家慢性

疾病計畫

品質評鑑 調查結果匯總 重要性

研究
數量

設計
限
制

不一致性 間接性 不準確
其他
考量

效應 絕對性 品質

糖尿病是否與 TB 感染有關？（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1 號輔助資料）

4 橫斷面研究
嚴重

限制
無顯著相關 嚴重 嚴重 無 1.01 (0.78, 1.31) N/A 低 中度重要性

糖尿病是否與活動性 TB 有關？（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1 號輔助資料）

4 世代研究
部分

限制

顯著正相關，異

質性大
嚴重 中度嚴重 無 2.52 (1.53, 4.03) N/A 中

重要

10 病例對照研究
部分

限制

低度正相關，異

質性大
中度嚴重 中度嚴重 無 2.20 (1.78, 2.73) N/A 中低

糖尿病是否與 2-3 個月時陽性的痰液培養結果有關？

（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2 號輔助資料）

8 觀察性研究
部分

限制

低度正相關，異

質性大
中度嚴重 嚴重 無 RR 範圍 0.79 ～ 3.25 N/A 低 中度重要性

糖尿病是否與良性治療結果有關？（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2 號輔助資料）

13 觀察性研究
嚴重

限制

低度接受虛無

假設，異質性大
嚴重 不嚴重 無 0.95 (0.91, 0.98) N/A 很低 重要

糖尿病是否與治療期間的死亡有關？（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2 號輔助資料）

23
觀察性研究，未調整干

擾因素

嚴重

限制

低度正相關，異

質性大
嚴重 中度嚴重 無 1.85 (1.50, 2.28) N/A 低

重要

4
觀察性研究，已調整干

擾因素

部分

限制
顯著正相關 嚴重 嚴重 無 4.95 (2.69, 9.10) N/A 中

糖尿病是否與疾病復發有關？（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2 號輔助資料）

4 觀察性研究
部分

限制
顯著正相關 中度嚴重 嚴重 無 3.98 (2.11, 7.50) N/A 中 重要

糖尿病是否與抗藥性有關？（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2 號輔助資料）

3

原發性抗藥性 TB（DR 

TB）（任何抗藥性 TB）

的觀察性研究

部分

限制
無顯著相關 嚴重 嚴重 無 1.01 (0.63, 1.63) N/A 低

重要

2
後發性抗藥性 TB（DR 

TB）的觀察性研究

部分

限制
無顯著相關 嚴重 嚴重 無 0.86 (0.39, 1.88) N/A 低

4

原發或後發性任何抗藥

性 TB（DR TB）之觀察

性研究

嚴重

限制
無顯著相關 嚴重 嚴重 無 1.02 (0.70, 1.49) N/A 很低

2

原發性多重抗藥性 TB

（MDR TB）的觀察性研

究

部分

限制
顯著正相關 嚴重 嚴重 無 2.91 (1.26, 6.72) N/A 低

1

後發性多重抗藥性 TB

（MDR TB）的觀察性研

究

部分

限制
無相關 嚴重 嚴重 檢定力小 0.8 (0.2, 4.2) N/A 低

9

原發或後發性任何多重

抗藥性 TB（MDR TB）

之觀察性研究

嚴重

限制
不一致 中度嚴重 中度嚴重 無 1.86 (1.39, 2.50) N/A 很低

1
抗 X 藥物之 TB 的觀察性

研究

部分

限制
無相關 嚴重 嚴重 檢定力小 2.1 (0.64, 6.9) N/A 低

附件 II 證據分級之概述 1

1 網站提供之輔佐材料（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包括各個經回顧之研究的彙總表，並標示出各問題之研究細節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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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評鑑 調查結果匯總 重要性

研究

數量
設計

限

制
不一致性 間接性 不準確

其他考

量
效應 絕對性 品質

針對 TB 患者實施 DM 篩檢是否會提升 TB 病例的偵測率？

( 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3 號輔助資料 )

10
針對 DM 患者篩檢 TB 盛

行率之觀察性研究

嚴重

限制

異質性大，但是

比較結果一致

發現 TB 盛行率

較高

中度嚴重 嚴重
部分研究缺

乏對照群體

DM 患者之 TB 盛行率

較對照群組（若有）

高

N/A 很低

重要

2
針對 DM 患者進行 TB 發

病篩檢之觀察性研究

嚴重

限制

異質性大，但是

比較結果一致

發現 TB 發病率

較高

嚴重 嚴重
部分研究缺

乏對照群體

DM 患者之 TM 發病

率較對照群組（若

有）高

N/A 很低

5
針對 DM 患者進行 TB 發

病篩檢之觀察性研究

嚴重

限制

異質性小，不過

比較結果發現與

TB 感染的盛行

率相同

嚴重 嚴重
部分研究缺

乏對照群體

DM 患者之 TB 感染

之盛行率與對照群體

（若有）相同

N/A 很低 中度重要性

為TB 患者實施 DM 篩檢是否會提高 DM 病例的偵測率？

（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3 號輔助資料 )

7
在 TBTx 之後進行 DM 篩

檢之觀察性研究

嚴重

限制

異質性小，但是

比較結果發現，

基本上 DM 盛行

率較高

中度嚴重 嚴重
部分研究缺

乏對照群體

TB 患者之 DM 盛行率

較對照群組（若有）

高

N/A 低

重要

11

在 TBTx 之前進行 DM 篩

檢之觀察性研究，或時

段不明確的研究

嚴重

限制

異質性大，但是

比較結果發現，

基本上 DM 盛行

率較高

中度嚴重 嚴重
部分研究缺

乏對照群體

TB 患者之 DM 盛行率

較對照群組（若有）

高

N/A 很低

TB 患者最初罹患的高血糖症狀是否會在接受 TB 治療後消失？

（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3 號輔助資料 )

4
多重追蹤進行篩檢的觀

察性研究

嚴重

限制
相關 嚴重 嚴重 無對照群組

高血糖症盛行率與 TB

治療降低
N/A 低 重要

為 DM 患者實施化學預防介入是否能有效預防 TB？

（參見 http://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1/en/index.html 的 3 號輔助資料 )

2 觀察性研究
嚴重

限制
相關

研究缺乏研

究設計和結

果方面的關

鍵資料

兩項研究均報告 TB

發病率下降
N/A 很低 中度重要性

相較於不篩檢，對 DM 患者篩檢 TB 是否更能預防 TB 相關疾病和死亡事件？

沒有研

究

相較於不篩檢，對 TB 患者篩檢 DM 是否更能預防 DM 相關疾病和死亡事件？

沒有研

究

DM = 糖尿病、TB = 結核病、Tx = 治療 DM = 糖尿病、HIV = 人類免疫不全病毒、TB = 結核病

附件 III. 為了改善糖尿病與結核病之預防、處置和照護的關鍵研究問題 (31)

關鍵研究問題 優先序 研究設計與方法

疾病篩檢：

‧為 DM 患者篩檢活動性 TB

‧為 TB 患者篩檢 DM

高

前瞻性世代觀察研究，針對經常回訪 DM 診

所之 DM 患者進行 TB 篩檢，以及針對開始抗

結核治療之 TB 患者進行 DM 篩檢

DM 患者之 TB 治療結果，並深入探討抗 TB 治

療結果為死亡的案例
高

前瞻性世代觀察研究，使用標準化之 TB 治

療方案及標準化治療結果，專注於選定之主

要結果

實施和評估 DM 案例管理使用之「DOTS」模型 高

作業研究，包括新案例的季度世代報告、累

計案例之治療結果，其結果包括共病（例如

TB）之發生率及生存分析

發展和評估可在醫療點實施之糖化血紅素 

(HbA1c) 測試
高

開發工作，開發偏遠地區可用的 HbAc1 試紙，

接著必須在實務中測試和檢查試紙的可用性

診斷和管理住院率及雙重疾病需要增加的醫療

費用
中 橫斷面研究

使用社區力量，改善 DM 和 TB 患者之管理和照

護
中 作業研究

追蹤抹片陽性肺結核之成人患者的家戶接觸者 中

前瞻性觀察研究，確定針對家戶接觸者進行

TB 感染、活動性 TB、HIV 以及 DM 之篩檢的

輸出，並評核 DM 是否會影響 TB 的感染率

罹患 TB 之 DM 患者之 X 光檢驗 中
若一般 X 光檢驗影像需要更多的證據時，針

對文獻和前瞻性橫斷面研究進行系統性回顧

建立 DM 如何影響 TB 之模式 中 數學模型研究

DM 患者之 TB 預防治療 低

隨機對照試驗，為了降低 DM 患者之活動性

TB 的風險，而實施異菸酸酊（isoniazid）預防

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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