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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肝炎是全球性的重要公衛威脅，因
此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在全球衛生策略白皮書中宣布將在 2030
根除病毒性肝炎 1。台灣醫界在對抗病毒性肝炎
聖戰中，特別是與國內高盛行率的 B 型肝炎與 C
型肝炎已經努力奮戰多年，但要在國內達到『根
除』這兩種病毒性肝炎仍然充滿挑戰。因地制宜
規劃高成效且兼具成本效益的策略，確實為吾人
在規劃根除病毒性肝炎政策時的重要考量 2。

國內 C 型肝炎患者主要感染原因，在早年
為經由醫源性途徑傳染 3，隨醫療環境進步，時
至今日，醫源性途徑傳染已被完全切斷，使得目
前 C 肝漸漸只有零星的感染案例發生。由於 C
型肝炎不同於 B 型肝炎，無法發展出有效的疫
苗來預防感染，因此，近年來問世的全口服直接
抗病毒 (Direct-Acting Antivirals, DAAs) 治療
具備的高治癒率，無疑是根除 C 肝計畫的要角。

自 2003 年起，健保署已經將慢性 B 型肝
炎與 C 型肝炎治療納入給付，截至 2017 年底，
約 95000 位慢性 C 肝感染者已接受過健保給
付 的 治 療，估 計 治 療 涵 蓋 率 約 在 20-35% 之

間，對於降低末期肝病的發生率已有顯著的成
效 4。先前的研究並指出 C 肝感染者治療後若
能達到持續病毒學反應 (Sustained Virologic 
Response, SVR)，不僅可以避免肝病三部曲的
發生，同時也能減少肝外病變 (extra-hepatic 
disease)5，如第二型糖尿病、腎臟病、中風、食
道癌、甲狀 腺癌、攝護 腺癌、非何杰金氏淋巴
瘤、心臟病、憂鬱及認知障礙等病症 6。C 肝病
毒感染的細胞以肝細胞為主，但 C 肝病毒也會

圖一 . 作者於 2018 AASLD 年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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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其他器官的細胞並複製出少量的病毒，這
些被感染的細胞所製造的病毒蛋白，會引起自
體免疫反應造成器官損傷而致病，C 肝感染也
會引起脂質代謝異常、胰島素阻抗等代謝相關
病變，進而產生全身性疾病。

干擾素合併雷巴威林在進入全口服直接抗
病毒治療的年代之前，扮演著 C 肝標準治療的
角色，但給藥的不便性以及治療期間的眾多副
作用，使得干擾素合併雷巴威林難以推廣，遑論
吸引濳在感染者出面接受根除性治療 5。直到國
內引進全口服直接抗病毒治療藥物，只要 8-24
週的療程、較干擾素合併雷巴威林少的副作用
以及高達九成七的治癒率，提供大規模治癒 C
肝患者的可能性。

衛福部有鑒於根除 C 肝對於改善整體國民
健康亟具重要性，並期盼能超越世衛組織設定
2030 根除 C 肝的目標。因此，從 2017 年開始
將全口服直接抗病毒治療有條件的納入健保給
付，並逐步調整給付條件，以期在 2025 年之前
藉由全口服直接抗病毒藥物治癒 25 萬慢性 C
型肝炎患者，治療涵蓋率達 80%(68%-100%)
的目標。

為求有效協調與落實根除 C 肝政策，衛福
部公布『2018-2025 台灣 C 型肝炎政策指引』，
其中指出三大政策要點：
1. 以治療帶領預防：透過可行的治療方案根治
C 肝，減少感染者數目以避免新感染發生。
2. 以篩檢支持治療：據推估約半數 C 肝感染者
未獲確診，展開篩檢計畫以找出約 12 萬未檢出
的 C 肝感染者 7。
3. 以預防鞏固成效：為避免產生新感染者或再

次感染者，預防性教育民眾以阻斷可能造成傳
染的高風險途徑，並教育民眾避免其他肝病相
關風險因子如：酗酒。

要順利推行三大政策要點，仍有許多挑戰
必須要克服，如籌措持續性財源、篩檢策略的有
效性、防治的延續性以及提升治療可近性等，為
此國家 C 型肝炎旗艦計畫辦公室提出三點核心
策略：
1. 精準公衛：藉由公衛護士介入性計畫提升篩
檢的效率與有效性。
2. 防治一條龍：透過個管師體系及健保雲端病
歷資訊平台，串結 C 肝患者篩檢確診、根治感染
及長期追蹤三步驟。
3. 防治在地化：利用外展門診等方式，深入偏鄉
地區，提升 C 肝藥物治療可近性。

有鑒於其他高所得國家如美國、日本、澳洲、
德國及西班牙，因防治範圍涵蓋的患者逐步獲
得根治，使得每年未確診及待治療的患者數目
隨之遞減。透過篩檢找出國內尚未確診感染 C
肝的十二萬濳在感染者，便成為根除 C 肝道路
上極具挑戰性的重要任務。此外，國內 C 型肝炎
的盛行率有著極大的城鄉差異，在不同族群間
的篩檢計畫成本效益也具有極大差異。國內的
C 肝篩檢目前仰賴檢測血液中的 C 型肝炎病毒
抗體 (Anti-HCV)，每次檢測成本新台幣 250 元，
以及 C 型肝炎病毒核酸 (HCV-RNA)，每次檢測
成本新台幣 2200 元。當 C 肝盛行率偏低時，濳
在 C 肝感染者的檢出率及檢出成本會急劇增
加，如圖二所示，因此有必要針對不同地區及族
群，發展因地制宜的篩檢工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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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因為全口服直接抗病毒治療的
問世，使得對抗 C 型肝炎的漫長戰役有機會看
見根除 C 肝這個終點。衛福部宣示將在 2025
年達成根治 25 萬 C 肝人口的雄心壯志，而籌
措持續性財源以支持大規模篩檢的精準公衛策
略，是吾輩達成根除 C 肝，找回沒有肝病的美麗
島之重要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