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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抗病毒藥劑的臨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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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流行性感冒已有疫苗能廣泛地獲得使用，它仍持續代表著嚴重的健康問
題，我們需要有更好的抗病毒藥物用於治療重症患者並減緩大流行的影響。不同
作用機轉藥物的開發為治療提供了新的選擇，而目前新的藥物與現有藥物相比亦
展現出較顯著臨床改善的功效。另外，從動物實驗結果來看，結合兩種以上抗病
毒藥物的組合有機會提高治療效果，臨床成效如何，尚待試驗證實。（感控雜誌
2020:30:341-348）
關鍵詞： 流行性感冒、抗病毒藥、組合治療

前

言

流行性感冒在全球是引起嚴重
呼吸道感染的一個重要原因，每年導
致許多的住院和重症加護病房 (ICU)
入住，大多數人會從單純的流感中
恢復，但是流感亦可能會引起併發
症，導致嚴重的疾病和死亡，尤其常
見於年幼兒童，老年人，孕婦和分
娩後兩週之內產後婦女，或是患有神
經系統疾病、慢性心肺疾病、代謝性
疾病，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流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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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基因組中的基因突變引起的抗原漂
移 (antigenic drift) 不僅會讓病毒躲避
了抗體對病毒的中和，還會導致抗藥
性病毒株的出現，雖然在應對流感
上，已經有有效的疫苗可接種，但是
抗病毒藥在減少流感的疾病和死亡方
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2]，早期使
用抗病毒藥可以減少症狀的持續時
間，並減少某些併發症 (支氣管炎，
中耳炎和肺炎) 和住院的風險，並可
以降低高危人群的死亡率。一個於加
拿大及香港兩家醫學中心所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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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世代，於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三個流感季節共收錄 1,226
名 18 歲以上的流感住院患者，在 30
天後分析其病情，其中 75.2% 的患
者能出院，13.7% 可下轉至亞急性
病房，4.5% 仍須待在急性病房接受
照護，而有 6.6% 的病患死亡[3]。有
69.2% 納入分析的病人在發病的 5 天
內接受了 oseltamivir 的治療，這些病
人有比較理想的病情改善，如較少的
加護病房入住或死亡[3]。

抗流感病毒藥劑
神經氨酸酶抑製劑 (neuraminidase

圖一

inhibitor, NAI)
神經氨酸酶 (NA) 是第二型跨膜
蛋白 (transmembrane protein)，是流感
病毒的第二種主要糖蛋白，A 型流感
病毒有 11 種 NA 亞型，分為三類。
NA 的主要功能是裂解唾液酸 (sialic
acid)，是流感病毒感染週期的最後一
個階段，從感染細胞新形成的病毒
體出芽過程中，使唾液酸和血凝素
(hemagglutinin, HA) 之間的相互作用
被有效地消除 (圖一中的第 8 步驟)。
由於其在病毒生命週期中的重要功
能，NA 是發展流行性感冒藥物的重
要目標。儘管在流感病毒中唾液酸結
合口袋 (binding pocket) 是高度被保

流感病毒的生命週期及有潛能的抗病毒標的
此圖引用自 Expert Opin Drug Discov 2019;14:1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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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但是 NA 抑製劑之間的細微結
構差異，使特定藥物可能產生了抗藥
性突變體。例如，oseltamivir 主要突
變 H274Y，通過抑制 Glu276 的構象
變化，因而降低了該藥物與 NA 之間
的結合親和力，而 peramivir 也會因
H274Y 突變而喪失對 NA 間的結合親
和力，但 zanamivir and laninamivir 面
對 H274Y 突變則仍能保有 NA 抑制
的效果[4]。
美國感染症醫學會 (IDSA) 治療
指引建議臨床醫師在以下幾個情況應
給疑似或確診流感患者不論其疫苗
接種史，儘快使用單一的 NAI (包括
口服 oseltamivir，吸入 zanamivir 或
靜脈注射 peramivir) 作為抗病毒治療
[5]：
• 不論住院前疾病持續時間如
何，任何年齡因流感住院治療的患
者。
• 任何年齡的嚴重或疾病進展的
流感門診病人，不論病程長短。
• 高流感併發症發生風險的門診
患者，包括患有慢性病和免疫功能低
下的患者。
• 2 歲以下的兒童和 65 歲以上
的成年人。
• 孕婦和產後兩週內的產婦。
在台灣，公費使用抗病毒藥劑則
參照疾管署公告之「公費流感抗病毒
藥劑使用對象一覽表」[6]。對於健
康的非臥床患者，臨床醫師應使用 5
天口服的 oseltamivir 或吸入 zanamivir
或單次靜脈注射 peramivir 治療非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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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性流感[7]。
在台灣的一個研究，針對嚴
重流感需入住加護病房的患者先前
已使用過口服的 oseltamivir 或吸入
zanamivir，再使用靜脈注射 peramivir
作為救援治療，有 62% 的患者在這
樣的治療下存活下來，而合併菌血
症、敗血性休克及類固醇的使用是造
成死亡危險因子[8]。5 例患者 (7%)
有藥物可歸因的不良事件，包括肝指
數升高，高膽汁血症，白細胞減少症
和皮疹。不過，因無對照組，靜脈
注射 peramivir 用於重症患者之成效
仍難以定論[8]。而在 IDSA 的流感治
療指引並不建議聯合使用 NAI 或常
規使用高劑量的 NAI 藥物來治療季
節性流感，但對於有免疫功能低下的
患者或因嚴重下呼吸道疾病 [尤其是
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徵 (ARDS)]
而需要住院的患者，臨床醫師可以考
慮延長抗病毒治療的時間，因為在這
樣的狀態下，流感病毒的持續複製通
常是維持非常久的。
聚合酶抑制劑
流感病毒的聚合酶由三種病毒
蛋白組成：PB1，PB2 和 PA。如圖
一所示，聚合酶複合物「奪取」了細
胞 mRNA 的 cap-structure，並將其用
作 primer 來啟動轉錄。在這種獨特
的 cap-snatching 過程中，PB2 與宿
主 pre-mRNA 的 cap 結合，PA 則藉
其核酸內切酶活性切在離 N-terminal
5’-cap 約 10-14 個核苷酸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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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PB1 為 RNA 依賴性 RNA 聚合
酶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RdRp)，使用 vRNA 作為模板，成
功地添加核苷酸到切割的 cap primer
上。聚合酶複合物還使用互補 RNA
(cRNA) 作為複製中間體來進行不
依賴 primer 的合成。因此 RdRp 的
雙重作用成為抗病毒藥物設計的標
的。在 2002 年，日本富山化學公司
開發了抗病毒藥物 Favipiravir，它
是針對 RNA 病毒 RdRp 的抗病毒藥
物 (圖一中的第 5 步驟複製)，可以
有效地對抗 A, B, C 型流感病毒[9]。
而由鹽野義公司開發的 Baloxavir
marboxil 為 PA 的抑制劑，能抗 A,
B 型流感病毒，此外，baloxavir 也
對禽流感 H5N1 和 H7N9 亞型及對
oseltamivir 抗藥的病毒株展現出顯著
的抗病毒活性[10]。Baloxavir 與安
慰劑相比，於症狀發生後兩天內使
用 baloxavir 作治療，使病程縮短了
約 1 天的時間，並且顯示出優於安
慰劑和 oseltamivir 的抗病毒功效。
而在動物實驗模型中，baloxavir 與
oseltamivir 相比，baloxavir 透過有效
地降低病毒量，使早期反應性促炎細
胞因子的增加受到抑制，因而降低
趨化因子 (chemokine) 的水平並減少
發炎細胞 (如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
向肺部的過度浸潤，從而保護肺部免
受長期的發炎反應和病理改變，而
oseltamivir 則無此功能。但是，已發
現在 baloxavir 治療後，出現了在聚
合酶酸性蛋白 (PA) 中具有氨基酸被

取代的變異病毒，I38T/M/F 取代變
異最為常見[11]。目前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只核准 baloxavir 用於
12 歲以上且體重超過 40 公斤 (含) 的
青少年或成人急性非複雜型的 A 型或
B 型流感病毒的感染，宜於症狀發生
後的 48 小時內使用 baloxavir。劑量
則根據病人體重的不同做調整，體重
介於 40 至 80 公斤的病人其建議劑量
為口服單次給予 40 mg；而體重大於
80 公斤的病人則是建議口服單次給
予 80 mg。
組合抗病毒藥物治療 (Combination
therapy)
雖然於臨床試驗中已顯示出 NAI
對急性、單純的流感感染的有效性，
在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期間，
如果在流感症狀發作後 48 小時內開
始治療，NAI 可以顯著降低成年人的
死亡率。但在一些研究仍對 NAI 降
低流感嚴重的併發症，住院或死亡率
的效果有疑慮[12]。利用抗病毒藥物
的組合，尤其是不同作用機轉的組
合，是用來治療抗藥性病毒株和減緩
抗藥性出現的一種方法[13]，而是否
能更有效地控制病毒複製因而改善感
染結果是有許多學者想探索的。在一
個第二期的臨床試驗裡，針對 18 歲
以上的成人及非懷孕婦女但具高流感
風險併發症的流感病患，在症狀發生
的 96 小時內，以 1:1 隨機分配的方
式，分別一組給予 5 天的 amantadine,
oseltamivir 及 ribavirin 而另一組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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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五天的 oseltamivir 單一治療，結
果顯示相對於單一的 oseltamivir 治
療，抗病毒藥物的組合使用能在第 3
天顯示出統計學顯著較低的病毒脫
落的可偵測比例 (50% versus 40%, p
= 0.046)，然而在症狀緩解的時間，
兩組統計上並無顯著差異[14]。先
前已提到 IDSA 指引並不建議使用
雙 NAI 治療，一個在中國進行的回
溯性觀察型研究，與標準 oseltamivir
治療劑量 (150 mg/d) 相比，接受雙
劑量 oseltamivir (300 mg/d) 治療的嚴
重 A 型流感肺炎患者的存活率更高
(HR = 0.475; 95% CI: 0.254~0.887; P =
0.019)。但是，不同劑量的 peramivir
(300 mg/d 與 600 mg/d) 相比和雙 NAI
治療 (oseltamivir-peramivir) 與單一
藥物相比的 60 天死亡率並無差異
[15]。
在體外實驗，baloxavir 和 NAI
的組合透過抑制體外細胞病理作
用 (cytopathic effects) 表現出對抗病
毒複製的協同效力，而在老鼠模型
中，與單一藥物治療相比，低劑量的
baloxavir marboxil (0.5 mg/kg，每天
兩次) 與 oseltamivir 的組合在病毒量
的下降、病毒引起的死亡率、肺部細
胞因子/趨化因子水平的控制以及病
理改變方面具有比單藥治療更高的功
效[16]。
抗病毒藥物的組合治療更需在
長期病毒分泌及抗藥性產生風險高的
人群中研究，包括入院患者及免疫
功能低下的病人。Baloxavir marbox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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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oseltamivir 組合療法可能是流感
病毒感染併嚴重併發症患者的治療
選擇，然而，目前僅有案例報告在
流感合併急性呼吸窘迫症並使用葉
克膜的案例，使用該兩種抗病毒藥
組合獲得了治療成功的的結果[17]，
待未來進一步的臨床試驗能證實
其療效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fier:
NCT02954354)。
抗 病 毒 藥 物 的 化 學 預 防
(chemoprophylaxis)
每年的疫苗接種是預防或減輕
流感影響的最佳方法，但是在某些情
況下，使用抗病毒藥物做化學預防
(chemoprophylaxis)，有助於接觸前或
接觸後的預防及控制群突發。
美國感染症醫學會治療指引提到
抗病毒藥物不應常規或廣泛地用作化
學預防，除非是機構內有群突發的事
件發生，而在一些特定的族群可以考
慮使用。一個發表在新英格蘭雜誌的
多中心、雙盲、隨機分配研究，針對
與流感病人同居住的接觸者分別給予
單一劑量的 baloxavir 做暴露後的預
防，與安慰劑組作比較，baloxavir 組
中的臨床症狀流感發生率 (1.9%) 顯
著低於安慰劑組 (13.6%) (調整後的風
險比，0.14；95% 的信賴區間[CI]，
0.06 至 0.30；P < 0.001) [18]。而暴露
後得到流感的時間，在安慰劑組別有
有 9 成是在 5 天之內，baloxavir 組則
都超過 5 天，baloxavir 在高風險，小
兒和未接種疫苗的參與者亦能展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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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成效[18]。
國內使用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為
預防性用藥條件，需通報衛生局進行
疫情調查，並經疾管署各區管制中心
防疫醫師或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正/
副指揮官或其授權人員同意後始可用
藥[6]，條件如下：
1. 類流感等群聚事件經疾病管制
署各區管制中心防疫醫師認定需用藥
者。
2. 新型 A 型流感極可能/確定病
例之密切接觸者 (接觸者名冊經傳染
病防治醫療網區正/副指揮官或其授
權人員研判需給藥者)。
3. 動物流感發生場所撲殺清場工
作人員 (接觸者名冊經傳染病防治醫
療網區正/副指揮官或其授權人員研
判需給藥者)。

結

語

流感的抗病毒藥劑持續有不同
的標的再開發，baloxavir 以其新的機
轉、單一劑量的便利性與在臨床試驗
中抑制流感病毒量的優異表現提供臨
床醫師作一選擇，但對於重症患者，
期待未來有更多在抗流感藥物合併使
用的試驗結果來確認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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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use of antiviral drugs in inﬂuenza
Yi-Chun Chen1, Jien-Wei Liu1,2
1

Divis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Kaohsiung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Kaohsiung, Taiwan

2

College of Medicine, Chang Gung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Despite wide availability and use of vaccines against the disease, influenza
remains a serious ongoing health issue. We need better Antiviral drugs to treat
patients with clinically severe inﬂuenza and to mitigate the impacts of an inﬂuenza
epidemic. A number of the new compounds were documented reported to be more
clinically effective as compared with currently available drugs when treatment is
initiated > 48 hours after emergence of symptoms. In addit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have shown the demonstrated synergistic effects of many of the new
compounds with conventional neuraminidase inhibitors. The clinical effectiveness
of combined antiviral drugs in the treatment of inﬂuenza needs to be conﬁrmed by
clinical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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