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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專題

通訊作者 : 高嘉宏 醫師
電話 : 02-2312-3456
地址 : 100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7 號

生物醫學 第十二卷第二期

自 2016 年 5 月 第 69 屆 世 界 衛 生 大 會
(WHA) 全體會員國宣告要在 2030 年前達成消
除具公共衛生威脅性的病毒性肝炎，且要達成
「慢性 B、C 型肝炎新感染者減少 90%、因 B、
C 型肝炎死亡者減少 65%、應治療之慢性 B、C 
型肝炎病人有 80% 得到治療」三項目標 1,2，其
中近七成 C 肝感染者在亞洲，台灣 C 肝盛行率
達 4%，較鄰近國家如日本 1.5%、韓國 0.8%、
中國大陸 1.3%、越南 2.9% 及泰國 2.8％均來
得高 1，因此，衛生福利部亦制定「國家消除 C 
肝政策綱領」3，以期在 2025 年能達到「消除 C 肝、
超越世衛」的願景。

從目前的政策層面來看，今年度除了健保原
先編列的 50 億元，還額外從行政院的預備金編
列了 13 億元預算，預計治療四萬人。而且自今
年六月一日起，健保再次放寬給付條件，只要驗
出 C 肝病毒感染，即可開始接受全口服抗病毒
藥物治療，不用再等待六個月確認為慢性肝炎
才能開始，對於提升 C 肝感染者治療意願有顯
著助益。亦顯示政府當局對於根除 C 肝的高度
重視。

台灣被稱為洗腎王國，在 C 肝治療中，慢性
腎臟病患者這個特殊族群以往如果感染 C 肝，

消除 C 肝拼速度 防微杜漸莫輕忽
臨床考量「快速」「便利」與「安全」三面向應兼顧

高嘉宏 1-4

1 台大醫院肝炎研究中心 , 臺北 , 臺灣
2 台灣肝臟研究學會 , 臺北 , 臺灣

3 台灣肝病醫療策進會 , 臺北 , 臺灣
4 台灣大學講座教授 , 臺北 , 臺灣

壹、快速治肝逆轉腎 慢性腎
病者新曙光

圖一 . 筆者與前美國肝病學會會長 Anna Lok 於 EASL 會
場 TASL 攤位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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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治療簡化增加覆蓋率 快
速微根除斷絕再次感染機會

而隨著泛基因型新藥問世，歐洲肝臟研究
學會（EASL）提出藉著簡化病毒基因型篩檢流
程，全面給予泛基因型藥物 10( 表一 )，讓 C 肝
感染者更快開始治療，且療程也較以往縮短至
8-12 週，提升服藥順從性，讓 C 肝根除進度加速，
也希望這樣的概念能藉由政策制定與落實，應
用於台灣。

貳、濳在 C 肝感染者多處偏
鄉或特殊族群 療程長短影響
治療順從性

有鑒於國內長年 C 肝流行病學研究結果顯
示，C 肝感染者的分布會因為不同鄉鎮、甚至村
落有著顯著的差異，某些鄉鎮 C 肝盛行率超過

若延遲治療的情形，對於他們的存活率影響很
大，過去的統計顯示洗腎病患如果合併有 C 型
肝炎則 6 年存活率由 77％下降會到 67％。尤其
在台灣，經常進行血液透析的族群確實有著較
高的Ｃ肝盛行率，高達 17.3-34.4%4-5，這些族群
過去因為傳統 C 肝治療使用干擾素併用雷巴威
林來治療，但雷巴威林會造成溶血性貧血，洗腎
患者大多已有貧血問題，會讓這些洗腎患者的
貧血更加嚴重；而洗腎 C 肝患者無法耐受干擾
素相關的噁心、嘔吐等副作用，較一般 C 肝感
染者更容易中斷長達六至十二個月的療程。

現行泛基因型抗病毒藥物只要 8-12 週就
能完治，只要臨床醫師選擇腎安全性高的藥物，
在治療 C 肝同時不影響腎功能。如此，感染者
時間上可接受程度高，對於醫生、個管師追蹤的
時間也縮短，醫病雙方都有好處，也有利於進行
微根除。

另外，過去洗腎患者若是感染 C 肝是不能
進行移植的，因為就算移植完成後，體內 C 肝
病毒仍然存在，加上移植患者如果使用干擾素
治療，會使器官產生排斥，所以患者存活率就會
降低，但這個問題在全口服抗病毒藥物出現後
改善很多，現在都可以接受泛基因型全口服抗
病毒藥物來進行治療，以根除 C 肝。

10%，高達 11.7-64.3%3，事實上，依照「國家消
除 C 肝政策綱領」中訂定的七項 C 型肝炎風險
潛勢來找出高盛行率熱區，可發現具有第 4 級
至第 7 級較高風險潛勢等級者，合計共有 64 個
鄉鎮，多為西南沿海或山地原鄉，醫療資源相對
缺乏，惟其人口數約占全國人口數的 8%，而預
估的 C 型肝炎病人數約占全國 C 型肝炎病人
數的 25%。

而不同世代之間的盛行率亦存有高度差
異，以現年五十歲以上的世代，C 肝感染率顯著
較年輕世代高出數倍。而其感染者的 C 肝病毒
基因型亦隨研究族群不同，而有著明顯的差異，
亦有一定比例的混合型病毒感染 3。其中特別值
得留意的是靜脈藥物使用者 (IDUs) 的族群，在
超過九成曾共用針頭或稀釋液的情況下，其 C
肝病毒基因型有較高比例出現混合基因型及不
易治療的基因型 36-8。因此，泛基因型新藥問世
對於這群患者的治療上就有顯著助益，但 EASL
亦特別指出對於基因型 3 且有代償性肝硬化
(Child–Pugh A) 的感染者 G/P 治療應持續 12
週，而 SOF/VEL 在療程 12 週中，更必須要合併
雷巴威林進行治療，需要列入處方考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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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展門診結合治療簡化 
更進一步加速根除Ｃ肝腳步

圖二 . 埃及「同日即驗即治」流程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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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L 推動治療簡化的目的在於增加治療
覆蓋率，對於能固定在醫院就診與追蹤，治療
情形相對較好的一般感染者，如果沒有肝硬化
及代償性肝硬化 Child-Pugh 分級為 A 的感染
者，考量醫療人力的配置與患者的服藥順從
性，應選擇最簡易且快速的治療方案以節省醫
療資源。而特殊族群，像是洗腎、獄中、靜脈
藥癮、血液疾病等，因為環境因素，目前亦建
議針對同一族群內的感染者，應以療程短、
副作用小的泛基因型藥物進行微根除 (micro-
elimination)，提升服藥順從性，斷絕再次感
染機會。

者。過去發現感染者後，會評估肝纖維化程度。
但是像肝穿刺或 FibroScan，不一定每個院所都
能執行，所以在社區或偏鄉，要更方便判斷是否
有纖維化，多採用 Fibrosis-4 (FIB-4) 來評估，加
上它的敏感度和特異度不錯，所以還是會以推
動 FIB-4 為首要檢測方式。現在也有方便計算的
HCVie APP，應用於執行特殊族群微根除計畫都
助益良多。

而本次 EASL 年會中，埃及的研究團隊發
表了「同日即驗即治」的簡化治療施行流程 ( 圖
二 )11，使用快篩套件先確認受檢者是否帶有抗
C 肝病毒抗體，陽性者則進一步快速測定體內 C
肝病毒 RNA 是否陽性，若體內 C 肝病毒 RNA 陽

EASL 應用泛基因型藥物簡化 C 肝治療流程指引 *

C 肝診治流程簡化仰賴高效、安全且耐受良好的泛基因

型藥物才能執行 (B1)

在有泛基因型藥物的情況下，治療前評估可以只檢測以

下項目 (B1): 

1. 確認有 C 肝病毒感染

2. 利用非侵入性方式評估肝硬化程度 ( 如 :FIB-4 or 

APRI) 以決定治療後追蹤頻次

處方 12 週的 G/P 或 SOF/VEL 可不用進行 C 肝病毒基

因型檢測 (B1)†

未曾接受治療之 C 肝患者，若能經非侵入性方式證實未

發生肝硬化，建議處方 8 週的 G/P 作為治療 (A1)

APRI,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to platelet ratio index; FIB-4, Fibrosis-4.

* 本建議適用於無肝硬化或 Child-Pugh A 的感染者

表一 .EASL 應用泛基因型藥物簡化 C 肝治療流程指引

為了更快更全面達到根除Ｃ肝，許多醫院也
加入外展門診行列，利用血清檢測篩檢找出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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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筆者於 APASL 獲頒第一屆 Okuda-Omata 傑出成就獎

陸、APASL 第 一 屆 Okuda-
Omata 傑出成就獎

C 肝的防治也不是只有中央出錢就能解決，
還要有各縣市政府的配合，像是『國家消除 C 肝
政策綱領』中提到的防治一條龍，依現在的資料
來看，只要在高風險潛勢等級地區篩檢 8% 的
台灣人口，就能找到 25% 的病人，是高成本效
益的作法。不過我們最終還是希望能像日本一
樣，做全民篩檢，只是目前依照經費的考量，還
是先分階段，從高風險族群來做起，之後再擴展
到中度風險。

性，即進行治療前檢驗包括使用 FibroScan 或
FIB-4 評估肝纖維化程度，當日即可處方泛基因
型口服藥物，開始 8-12 週的治療，以期在最短時
間根除 C 肝。類似的模式若能引進台灣，對於國
內進入 C 肝微根除必有助益。

伍、各縣市政府配合加速台灣
C 肝根除

現階段在嘉義以及彰化，當地衛生局都已
經開始實施責任劃分的方式，透過行政命令，針
對洗腎病人，讓各家醫院去一個一個把病人找
出來，同時期實施全面治療以達微根除，因為只
要有漏網之魚，就可能有再感染的風險。

其他縣市政府也有針對高風險族群的計劃
實施，像是桃園有針對監獄中的受刑人治療的
計畫；花蓮的偏鄉、原住民，也有一些計畫都在
執行中了，但目前發現患者不如預期的多，許多
篩到的患者，其實都接受過治療，所以實際患者
數可能比流行病學推估的盛行率低。

今年度亞太肝臟研究學會 APASL 頒發了第
一屆 Okuda-Omata 傑出成就獎，評選門檻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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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要 在 Hepatology International 上發表 10 篇
論文，而我們研究團隊大概發表了快 30 篇，加上
我個人曾任 APASL 2012 年會主席，目前也是資
深指導委員，所以評選委員會今年投票後覺得合
適頒予這個獎項。但其實個人只是代表台灣的肝
病研究學者受獎，這個榮耀是屬於整個研究團隊
的，甚至可以說是台灣的研究成果，因為研究中
很多也包括有其他的醫院、教授們所創造出來的
知識，所以這個獎基本上是頒給台灣的肝病研究
學者。

如果真要細究，我們團隊研究中表現最亮眼
的可以分成 3 個面向，包括肝炎、肝硬化、以及肝
癌的研究。在 B 型肝炎中，我們找出很多生物指
標，在診斷初期即可做為長期預後的指標，對治
療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 C 型肝炎我們也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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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病史的研究，在以前使用干擾素治療的時期，
台灣是領先亞洲的，不過因為日本到了 DAA 時代
急起直追，所以目前在亞太地區 C 肝方面日本是
略微領先，但台灣還是很積極的參與了相當多臨
床試驗，也累積了不少real-world data陸續發表。
而肝癌治療方面，我們也有滿多治療成果，所以台
灣獲獎的原因主要是這 3 個領域在 APASL 表現
很亮眼。

現在其實除了配合國家的政策外，也期許自
身或 TASL 可以提供給政府肝病防治的專業建議，
讓政策持續走在對的方向，在根除 C 肝的道路上
期盼能「快速」與「安全」兼顧；不管最後在台灣
還是TASL，也都會逐步的按照擬定的計畫來實行，
完成最後的終極的目標：打造一個沒有肝病的美
麗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