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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毒暴露前 
預防性投藥的使用原則 



預防性投藥的原理 

Garcia-Lerma JG et al.  Trends Pharmacol Sci 2010;31: 74  



暴露前與暴露後預防性投藥的時機 

PEP 

PrEP 

暴露後預防性投藥  (PEP) 

暴露前預防性投藥 (PrEP)  

確定HIV(-) 

獨立事件 

72小時之內給予 

連續使用28天 

確定HIV(-) 

每天使用 

在持續有風險時連續使用 



暴露前預防性投藥的臨床試驗結果 



暴露前預防性投藥的全球推行現況 

≥3 /100 person-years 



臺灣愛滋病學會暴露前預防性投藥建議 

具風險族群 證據等級 建議等級 

高感染風險男男間性行為者 
與高感染風險跨性別女性 

異性戀血清相異伴侶中 
陰性伴侶 

注射藥物者 

高風險異性戀男性與女性 

高 
強烈 
建議 

高 

高 

中等 

強烈 
建議 

弱建議 

弱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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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性評估 

• 風險評估 

• 問診 

• 諮商與衛教 

• 實驗室檢驗 

• 同意與承諾 

使用前 使用中 停用 

使用暴露前預防性投藥流程 

• 首次開立 

• 首次回診 

• 每3個月 

• 每6個月 

• 每12個月 

• 何時停用 

• 停用時之 
注意事項 

            



使用前 

適用性評估 

風險行為評估 

問診 

諮商與衛教 

實驗室檢驗 

同意與承諾 



使用前 1. 適用性評估 

• 大前提：2要2無！ 

–不符合者就不符PrEP使用條件 

• 要大於18歲 

• 要過去6個月內有過性行為，或有非醫
事人員給予之注射行為 

• 無HIV感染 

• 無急性HIV感染症狀 



 2014 US CDC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HIV Inf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IV急性感染常見症狀 



使用前 2. 風險行為評估：定義 

• 必須存在有實質感染HIV的風險，才建
議使用PrEP 

• 何謂實質風險 (Substantial risk)？ 

• HIV感染發生率大於3人/每100人年時，
被定義為有實質風險 

2015 WHO Guideline on When to Start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nd on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for HIV.  



使用前 2. 風險行為評估：MSM, TG 

• MSM/TG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過去六個月內有過無套肛交（不論是接受
方或是插入方都算）  

2.過去六個月內曾經感染過性病  

3.伴侶為HIV感染者  

4.發生性行為時合併使用娛樂性用藥  

5.過去一年內使用兩次以上的非職業性暴露
後預防性投藥 (nPEP) 

1. 2015 NY state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to Prevent HIV Transmission 
2. 2014 US CDC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HIV Inf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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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使用 
量表評估 

10分以上 
高風險！ 

1. J Acquir Immune Defic Syndr 2012;60:421   2. 2016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使用前 2.風險行為評估：異性戀, PWID 

• 異性戀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伴侶為HIV感染者 

2.性工作者 

3.具有多重性伴侶，且非常規使用保險套進
行性行為 

• PWID符合以下條件： 
過去6個月內，是否曾注射非醫事人員給予
之藥物，並曾與他人共用注射設備或藥物？ 

1. 2015 NY state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to Prevent HIV Transmission 
2. 2014 US CDC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HIV Inf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3. 2016 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使用前 3. 問診 

• 過去病史、性病史、藥物史  

• 是否有腎功能不全病史？  

• 是否有骨質疏鬆病史？ 

• 是否有慢性B型肝炎帶原病史？  

• 是否使用娛樂性藥物(尤其是[甲基]安非
他命)？  

• 是否懷孕，或有懷孕計畫？  



使用前 4. 諮商與衛教 

• 說明PrEP的好處、原理、風險  

• 說明藥物的服用方式、及可能的副作用  

• 告知PrEP無法預防其他性病  

• 告知PrEP無法百分之百預防感染HIV  

• 說明PrEP是預防HIV感染的其中一種方式。
搭配安全性行為、正確使用保險套等，可
以發揮最大預防效用。 

• 強調PrEP的效力取決於服藥順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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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藥物的複方： 

–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TDF) 
300mg/Emtricitabine (FTC)200mg 

• 使用方式：每日一錠 

• 適應症 

– 治療HIV感染、暴露前預防性投藥 

• 常見副作用 

– 短期副作用：噁心、腹脹、頭痛、疲倦、皮疹 

– 長期副作用：腎功能惡化、骨質流失 

PrEP藥物介紹: TDF/FTC (舒發泰®) 



在所有PrEP的臨床試驗中，皆
同時給予受試者衛教、 
提供風險減害諮商、 

並提供受試者保險套使用 



決定PrEP效力最重要的因素：藥物順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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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 5. 實驗室檢驗 (1) 

• HIV 
– 使用第三代以上的血清免疫法進行檢測(EIA, PA)
，必須確認為陰性，非常重要！ 

– 檢驗時間離給予PrEP時間越接近越好，最好能
在開始給予PrEP當天測 

• 腎功能：CrCl 需 ≧ 60 ml/min  

• 尿液分析 
– 蛋白尿的出現或惡化，是腎功能惡化的早期表
徵之一，做為基準值，供未來比較 

2016 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使用前 5. 實驗室檢驗 (2) 

• B、C型肝炎狀態 

–若確認為慢型肝炎帶原者，進一步檢測肝
功能  

• 性病檢測 

–梅毒、淋病、披衣菌 

• 驗孕(孕齡女性) 

–若有懷孕，醫師與使用者審慎評估是否使
用PrEP  

2016 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使用前 6. 同意與承諾 

• 瞭解PrEP的原理、好處、風險，以及藥物可能
帶來的副作用。  

• 瞭解PrEP的效力取決於藥物順從性，承諾每天
規則服用藥物 

• 瞭解PrEP須搭配安全性行為，及使用保險套 

• 瞭解PrEP所需藥費、檢驗費用皆需自費  

• 願意定期返診，接受追蹤評估 

• 瞭解一旦出現可能為急性HIV感染之症狀時，
立刻返診 

2016 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PrEP處方使用民眾同意書範本  

2016 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使用中 

24 

首次開立 

首次回診 

每3個月返診時 

每6個月返診時 

每12個月返診時 



使用中 1. 首次開立 

• 首次開立藥物，建議開立不超過30天份
的藥物 

• 在2周後追蹤有無副作用或任何問題 

–可以使用電話訪問方式進行 

2015 NY state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to Prevent HIV Transmission 



使用中 2. 首次回診 (1個月後) 

• 問診及評估 

–藥物副作用、藥物順從性、有無可能感染
HIV之高風險行為、有無HIV急性感染症狀 

• 檢驗 

– HIV、腎功能、尿液分析、驗孕(孕齡婦女) 

• 諮商衛教 

–提供風險減害諮商、保險套、替代針具 

2015 NY state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to Prevent HIV Transmission 



使用中 3. 每3個月返診要做的事情 

• 問診及評估 

–藥物副作用、藥物順從性、有無可能感染
HIV之高風險行為、服藥意願 

–有無HIV急性感染症狀、有無性病症狀 

• 檢驗 

– HIV、驗孕(孕齡婦女) 

• 諮商衛教 

–提供風險減害諮商、保險套、替代針具 
1. 2015 NY state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to Prevent HIV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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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 4. 每6個月返診要做的事情(1) 

• 檢驗腎功能 

–開始服藥3個月後檢測，之後每6個月檢測 

–若有其他會影響腎功能的疾病時(如糖尿病
、高血壓)，需要更頻繁檢測，且額外進行
尿液分析，以評估是否有尿蛋白 

• 性病檢測 

–視投藥對象的臨床症狀與暴露風險情況進
行篩檢 

1. 2015 NY state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to Prevent HIV Transmission 
2. 2016 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使用中 4. 每6個月返診要做的事情(2) 

• 當CrCl ≧ 60 mL/min，即使看到血清中
的肌酸酐數值稍微增加，不需因此停藥 

• 若CrCl持續減少（但仍≧60 mL/min），
應尋求腎臟科醫師協助，並尋找其他有
可能影響腎功能之原因。 

2016 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使用中 5. 每12個月返診要做的事情 

• 評估是否需要繼續使用PrEP作為HIV感染
之預防方式 

• 病毒性肝炎血清學檢驗，尤其是C型肝
炎抗體篩檢 

2016 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停用 
何時停用 

停用時之注意事項 



停用 停用PrEP的理由 

• 民眾選擇停藥 

• HIV感染的風險降低 

• 出現藥物副作用 

• 經評估及衛教後，服藥順從性仍不佳 

• 證實感染了HIV 

2016 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停用 停用PrEP時之注意事項 (1) 

• TDF/FTC同時對HIV以及HBV有效 

• 慢性B型肝炎患者，欲停用PrEP時，需先評
估其B型肝炎是否需要治療 

– 若需要治療，尋求專家意見，換用治療B型肝
炎的抗病毒藥物 

– 若不需要治療，停藥後需密切注意，是否有慢
性B型肝炎急性發作的情形發生 



停用 停用PrEP時之注意事項 (2) 

• 針對MSM的臨床實驗證據顯示，停止服藥7
天後，預防感染效果會低於90%，其保護效
果會逐漸消失 

• 考量到藥物分佈於人體各器官組織的濃度以
及HIV的感染特性，保險的方法是建議：於最
後一次風險暴露後，持續使用藥物四週後再
停藥，以達到預防感染的最大效果 

1. CID 2015;60:804   2.PloS Med 2008;5(2):e28 



• 適用性評估 

• 風險評估 

• 問診 

• 諮商與衛教 

• 實驗室檢驗 

• 同意與承諾 

使用前 使用中 停用 

再看一次PrEP流程 

• 首次開立 

• 首次回診 

• 每3個月 

• 每6個月 

• 每12個月 

• 何時停用 

• 停用時之 
注意事項 

              



常見問題 



1 開始吃藥多久後會有保護力？ 

• TDF/FTC的藥動學在不同組織會不一樣，
推估到達最大濃度所需連續服藥時間： 

–血液20天、直腸7天、陰道20天 

• 推估需要連續每日服用藥物至少7天才
能對於肛交接受方產生保護效果 

• 至少需要每日服用藥物21天始能保護女
性 

1. 2015 NY state Guidance for the Use of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to Prevent HIV Transmission 
2. Sci Transl Med 2012;4:151ra125     3.PLOS ONE 2013;8:e55013     4.Sci Transl Med 2011;3:112re4 
5. 2014 US CDC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HIV Inf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ID 2015;60:804 

服用TDF/FTC (1-30天)對HIV感染保護力的變化 

PBMC TDF concentration 
After 5 doses: 77%> EC90 
After 7 doses: 89%> EC90 



2 停藥多久後會喪失保護力？ 

• 停藥7天後，預防HIV感染效果會低於
90%，保護效果逐漸消失 

 CID 2015;60:804 



3 有用PrEP是否就可以無套性交？ 

• 過往PrEP的臨床試驗中，皆有強調同時正
確使用保險套 

• PrEP只是預防HIV感染的其中一種方式。在
搭配安全性行為及正確使用保險套時，能
發揮最大預防效用 

• PrEP無法100%預防HIV感染 

• 無套性交仍會有感染其他性病的風險 

• 基於以上理由，即便使用了PrEP，仍應儘
量避免無套性交 

 



4 PrEP可否有需求時再吃？ 

• 已經有IPERGAY臨床試驗證實「依需求
使用PrEP」(on-demand PrEP)於MSM族
群的效果 

• 但基於藥物遵從性、風險補償等因素，
目前尚不建議「依需求使用PrEP」 



5 孕婦也可以使用PrEP嗎？ 

• 懷孕並非PrEP的禁忌症 

• 過往對孕婦使用PrEP的使用經驗非常少 

• 可能的利益 

– 減少懷孕期間的急性HIV感染（減少母嬰垂直感
染的風險） 

• 可能的風險 

– 截至目前為止，TDF/FTC沒有證據顯示為對胎兒
造成危害，然而也沒有足夠證據排除發生傷害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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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孕婦也可以使用PrEP嗎？ 

• 醫師需視個別孕婦的狀況，綜合判斷後
給予建議 

• 孕婦也應在充分瞭解PrEP所能帶來的好
處與風險，並與醫護人員充分討論後，
再決定是否使用PrEP 

2016 臺灣暴露前口服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 



感謝聆聽   請多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