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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方式的選擇 

》適用性：患有慢性 C型肝炎的成年人 

》疾病介紹 

慢性C型肝炎是指因C型肝炎病毒感染，以致肝功能產生異常超過六個

月以上。因無明顯的臨床徵狀，通常是在健康檢查或例行檢查才被發現。

臨床追蹤病程中，C型肝炎給人的印象較輕微，不像B型肝炎之ALT值往往

會因急性發作而升得很高。但是它的肝功能異常往往較持久，不像B型肝炎

可因e抗原消失而使肝功能轉變為穩定正常。 

一、 症狀： 

C型肝炎的平均潛伏期為6至8週。多發生於5至12週之間。通常C型肝

炎的臨床症狀較B型肝炎輕微，約只有25%患者出現黃疸，也就是說輸血後

如果沒有主動定期追蹤檢查，則C型肝炎往往被忽略而沒有被正確診斷。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輸血後肝炎會轉變為慢性肝炎，而這些慢性肝炎

85%都是C型肝炎抗體陽性，也就是說輸血引起之C型肝炎約有70~80%會

轉變為慢性肝炎，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患者會慢慢地演變為肝硬化，而這些

慢性肝炎及肝硬化患者有部份不幸轉變為肝細胞癌，C肝炎帶原者，每年有

十到二十分之一的機率轉為癌患。這個由肝炎到肝硬化到肝細胞癌的病程

往往沒有任何自覺症狀，所以常常被患者忽略，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不少患

者感覺到有症狀時病情已經相當嚴重了。  

  為何不會出現自覺症狀呢？這是因為肝臟即使部分受損，其他部分仍

會代償，它們修復肝細胞，使肝細胞再生的能力強。肝臟即使遭病毒感染

而發炎，導致肝細胞受損，剩下的正常細胞也會全速運轉，繼續維持代

謝、解毒、排除廢物等功能。這些特徵使肝成為不隨便出現症狀的「沉默器官」。  

慢性 C 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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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慢性C型肝炎的型態有哪些? 

慢性C型肝炎的主要基因型分為6型, 在台灣主要為基因亞型1b，約占

45-71% (台灣疾病管制局資料)，其次為第二型。基因亞型1b感染的患者病

程通常較為嚴重，較易演變成肝癌。慢性C型肝炎感染的肝癌患者中約有

60.3%為基因亞型1b，所佔比例較慢性肝炎(38.7%) (P = 0.003)或肝硬化

(38.7%) (P < 0.001)來的高，可見基因亞型 1b是肝癌的重要危險因子。 

三、 哪些人需要治療C型肝炎 

目前建議病人的C型肝炎抗

體陽性且血中有C型肝炎病毒量

者，不管肝功能正常與否，均

應考慮治療 (屬A級建議 )。 

對於慢性C型肝炎患者，如有

明顯纖維化或肝硬化者，應考慮

立即接受治療 (屬A級建議 )。 

》治療方式介紹 

1. 傳統以干擾素加上口服抗病毒藥物(雷巴威靈)合併治療(屬A級建議 )  

2. 全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藥物。(屬A級建議 )  

目前衛福部核可小分子藥物比較請見下表              

口服小分子

藥物 

夏奉寧

(Harvoni) 

索華迪(Solvadi) 

+ 雷巴威靈

(Ribavirin) 

坦克干(Daklinza）

+速威干

(Sunvepra) 

易奇瑞(Exviera)+

維建樂(Viekirax) 

治療基因型 第一型 第二型 第一型(1b, 無突變) 第一型 

治療時間 12 週 12 週 24 週 12 週 

治癒率 >95% >97% >92% >97% 

備註：實證醫學證據： 

 建議等級 A：有好的證據支持此建議 

 建議等級 B：有相當的證據支持此建議 

 建議等級 C：沒有充分證據支持或反對此建議 

 建議等級 D：未經清楚且嚴謹的專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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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給付 

條件 
無給付 無給付 

1. 基因型1b 

2. 肝硬化患者Child 

A且干擾素治療失

敗或復發者 

1. 基因型1 

2. 肝硬化患者Child 

A且干擾素治療

失敗或復發者 

治療費用 約75-90萬 約 60-80 萬 約 30 萬 約 30 萬 

副作用 

疲倦、頭

痛、噁

心、失眠 

疲倦、頭痛、

噁心、失眠 

疲勞、頭痛、噁

心，少數肝指數會

上升 

疲勞、搔癢、精神

不振、噁心、失

眠。 

極少數有肝指數上

升及黃疸現象 

》請透過以下三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步驟一、比較治療方式的適應對象、優點、缺點           

治療方式 對象 優點 缺點 

傳統干擾素合

併雷巴威靈 

治療 

無肝硬化或肝硬

化 Child A 患者 

1. 無病毒突變之

風險。 

2. 健保給付完整

療程 

1. 治癒率約80% 

2. 副作用多，如貧血、掉髮、

憂鬱、免疫力下降等 

3. 對基因型第一型治療效果

不好且易復發 

全口服小分子

抗病毒藥物 

所有慢性 C型肝

炎患者 

1. 治癒率92%以

上 

2. 不需打針 

3. 療程固定 

1. 少有病毒突變之風險 

2. 易有藥物交互反應，治療

前應過濾病人所用之藥物 

3. 價格昂貴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分析》 

 

 

4 

步驟二、選擇治療方式會在意的因素是什麼？以及在意的程度 

(請圈選下列考量因素，0 分代表對你不重要，5 分代表對你非常重要) 

考量因素 完全不重要 不重要 普通 重要 非常重要 

肝硬化及肝癌

風險 
1 2 3 4 5 

經濟考量 1 2 3 4 5 

治療方便性 1 2 3 4 5 

藥物副作用 1 2 3 4 5 

其中以考量              因素最為重要。 

步驟三、你現在確認好治療方式了嗎？ 

慢性Ｃ型肝炎易演變成肝硬化甚至增加肝癌的發生率，及早治療可以

使Ｃ型肝炎治癒，減少肝硬化及肝癌的發生。 

目前口服抗病毒藥物效果好且具方便性，不像干擾素需打針且副作用

多。當然針對不同病人的考量給予合適的藥物治療，以期達到完全治癒Ｃ

型肝炎之效果。 

透過以下三個步驟來共同討論合適的治療方式： 

一、你比較想要的治療方式是： 

 治療1 傳統干擾素合併雷巴威靈治療 

 治療2 全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藥物。 

 治療3 再與醫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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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你對慢性C型肝炎的認知有多少： 

1. 慢性 C型肝炎有可能演變成肝硬化或肝癌             對  不對 

2. 積極治療慢性 C型肝炎可以預防肝硬化及肝癌的發生   對  不對 

3. 全口服抗病毒藥物方便且療效佳                     對  不對 

三、你現在確認好治療方式了嗎？ 

 我已經確認好想要的治療方式，我決定選擇：（下列擇一） 

 治療1（傳統干擾素合併雷巴威靈治療） 

 治療2（全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藥物）   

 治療3（再與醫師討論）：                        

 此次我不選擇任何的治療方式，原因：                                         

                                                                    

 我想要再與其他人(包含家人、朋友或第二意見提供者…)討論我的決定 

 對於以上治療方式，我想再瞭解更多，我的問題有：                              

                                                                    

 

完成以上分析評估後，請帶著這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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