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 U = U 及愛滋感染管制

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感染依然是各國公共衛生
政策的重要議題。面對逐年增加的感

染者，我們除了致力於疾病的早期診

斷及治療，感染預防及民眾衛教也是

許多臨床工作者努力的目標。世界

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也提出了 90-90-90 的目標：
在 2020 年時 90% 的感染者可以知悉
自己的感染狀態，90% 被診斷的感染
者可以接受抗病毒治療，90% 接受
治療者的血液病毒量可以達到測不到 
(undetectable) 的狀態。

事實上，早在  2 0 1 1  年一個
跨國研究 (HPTN 052) 中就有提出
「Treatment as Prevention (治療即預
防)」的概念。從 HIV 血清相異伴侶 
(serodiscordant couples) 的研究發現，
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感染者可以減少 
96% 病毒傳染的機會。其中，在感
染者病毒量測不到的伴侶組別中，完

全沒有觀察到有發生傳染及感染的現

象。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激勵人心的

研究成果，因為其結果說明了抗病毒

治療在疾病預防的公共衛生政策上扮

演了重要角色。 

2016 年一個歐洲 14 國的多中心
觀察性研究 PARTNER 研究發表後，
這樣的觀念再次得到證實。該研究追

踨了 1,166 對 HIV 血清相異的伴侶，
包括同性及異性戀男女，其中感染者

必須持續服用抗病毒藥物並維持血

液病毒量小於 200 copies/mL。有 888 
對伴侶完成至少一年的追蹤 (548 對
異性伴侶，340 對男同性伴侶)，每對
伴侶的追蹤期間中位數為 1.3 年。感
染者那一方的服藥順從性平均都超過 
90%，且超過 80% 的感染者 CD4 數
目都維持在 350/mm3 以上。他們一
年內發生不安全性行為 (包括未使用
保險套之陰道交及肛交) 次數的中位
數分別為男同性伴侶 42 次、男異性
戀者 35 次、女異性戀者 36 次。在追
蹤了共 1,238 個伴侶-年 (couple-years) 
裡，這些伴侶共發生了大於 58,000 
次不安全性行為。超過一半 HIV 陰
性伴侶沒有使用保險套是因為他們

認為伴侶測不到病毒量時 HIV 傳染
的機率很低，一部份人認為沒有使

用保險套的性行為比較愉悅，而有 
15% 的 HIV 陰性女生則是為了想要
懷孕。

在後續的追蹤裡，研究發現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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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位原本 HIV 陰性者感染了 HIV 病
毒。進一步的親緣演化樹分析後，發

現這些新感染個案的病毒株都不是來

自於其 HIV 陽性伴侶，當中有 8 人 
(73%) 表示曾與其伴侶外的其他人發
生不安全性行為。 也就是說，研究
裡控制病毒量小於 200 copies/mL 的
感染者藉由性行為傳播 HIV 給另一
半的個案數為零 (95% 信賴區間上限
為  0.30/100 伴侶-年)。

這篇研究主要在探討測不到病

毒量的感染者，在不安全性行為時

傳播 HIV 的風險。因為研究對象只
招募不使用保險套的伴侶，與之前

的 HPTN052 研究相比 (保險套使用
率 93%)，更能說明零傳染的效果是
來自於抗病毒治療。這篇是第一個證

實「治療即預防」也適用於男同性伴

侶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發

生感染的個案病毒株並非來自於其原

伴侶，因此伴侶外的不安全性行為反

而是應該要被提醒及衛教的。儘管如

此，本研究仍有一些限制。根據其原

本之樣本數計算，預計要追蹤 2,000 
伴侶-年。由於部份伴侶有分手、遷
居等問題，造成只有 888 對伴侶有完
成至少一年的追蹤。雖然研究追蹤的

期限較短，在參加研究前很多伴侶都

已經有不戴保險套的習慣。

綜合以上的結果， H I V  感
染者藉由控制病毒量至測不到的

程度  ( unde t ec t ab l e )  是可以有效
預防經由性行為途徑來傳播病毒  
(untransmittable)。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 (U = U) 的確是個革
命性的發現，不僅僅鼓舞著學者們

更致力於愛滋病藥物的研發，也使 
HIV 感染者們更有自信地生活。儘
管如此，在某些醫療或社經弱勢的族

群中，仍有很多未診斷及未接受治療

的感染者。因此，如何讓全部感染者

都可以得到 HIV 照護並減少就醫障
礙，是我們應該去思考及解決的問

題。

【譯者評】到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台灣本國籍感染者的人數累積高

達 35,581 人，其中 2,395 人為 2016 
年的新通報個案。面對逐年增加的感

染者，我們除了致力於疾病的早期診

斷及治療，感染預防及民眾衛教也是

許多臨床工作者努力的目標。隨著

高效能抗反轉錄病毒藥物以及三合一

單錠處方 (single-tablet regimen) 的誕
生，感染者的服藥順從性以及病毒的

控制效果變得比以前更好。由於疾病

慢性化及感染者的年紀增長，給予所

有基層醫療從業人員適當的愛滋相關

衛教、減少醫療人員對於愛滋的恐懼

及歧視，以及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友

善的就醫環境，對於 HIV 防治的公
衛政策是刻不容緩的。醫療院所 (不
止是指定治療機構) 應訂定合適的感
染管制措施，確實執行標準防護措施

及器械之消毒滅菌，即可有效地防範

感染。另外一些友善感染管制措施的

制訂，如病人手環的隔離提示或是床

邊標示，雖然可以降低醫療人員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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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壓力，但應注意是否有病人隱私權

暴露的疑慮。關於這類提示，甚至於

公開的雲端藥歷，除了提醒醫療人員

確實執行感管措施外，我們也需要注

意可能帶給醫療團隊的恐懼及壓力，

進而造成對病人的歧視。我們要強調

的是，這類的感染管制措施，都是用

來減低感染風險，絕非為病人貼上特

定標籤。所以在照護 HIV 感染者或
是其他血體液傳染疾病患者，都不應

有所不同及帶有歧視。另外，目前並

沒有很好的研究能去證實感染者的血

體液在測不到病毒量之下，是否在性

行為以外仍具有傳染力。因此，倘若

醫療人員在發生暴露後，應確實通報

針扎或血體液暴露事件，並儘快做

進一步之評估，以決定是否需要使

用暴露後預防性投藥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PEP)。HIV 的防治觀念
已經邁入一個新的紀元，絕大部份

規則服藥的 HIV 感染者都可以過著
與非感染者同樣的生活，而未感染者

也可以藉由預防性投藥等方式預防感

染。儘管如此，我們距離 HIV 的防
疫目標仍有一段距離。除了教育醫療

人員及民眾正確的愛滋相關防治觀念

之外，減少愛滋病歧視問題並建立友

善的醫療環境及感管措施也是相當重

要。我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看

到社會及醫療環境的改變，如此愛滋

疫情才可能有被有效控制的一天。

【奇美醫院  杜漢祥/陳郁慧/湯宏仁  
摘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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