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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與治療流行性感冒的新選擇 

 

前  言 

流行性感冒（流感）是一種具高度傳染性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症，即使

在醫療科技及預防保健發達的今天，仍是會造成世界性流行而顯著增加死

亡病例的一種感染症，所以是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問題；而且基於二個理由：

一、每年的流行都是由於之前曾感染人類的流感病毒種類中，重新發展到

足夠再次感染人類的情形。二、全球性的流感大流行，可能肇因存在禽鳥

類病毒與人類病毒發生基因重組（genetic reassortment） 結果所產生新型

病毒，而在無預警的情形下發生。所以，流感也可以列為典型的新興及再

浮現傳染病之一。
（1）

流感病毒屬於正黏液病毒科（Orthomyxoviridae），一般存於日常生活

環境中，所以每天在世界各地都會有零星病例的發生，其遺傳物質為

RNA，根據其核蛋白（nucleoprotein）的差異，可區分為A、B、C三型，

其中A型可以引發世界性大規模的流行。流感病毒的外表覆有一層脂肪包

被，其上附有兩種重要抗原：血球凝集素（hemagglutinin，HA）與神經胺

酸酶（neuraminidase，NA）
（2）

。流感病毒很容易突變，主要發生突變的

地方是在病毒表面HA和NA的部份，HA負責使病毒黏附在人體細胞受體

（receptor）上，如果人類有對抗此種抗原的中和抗體，就具有保護作用；

NA的作用是在幫助病毒由細胞內釋放出來，增加病毒的感染力。由於流感

病毒是RNA病毒且其基因為分段式，所以原來所攜帶之基因很容易改變，

最容易出現的變異分成兩類：抗原的變異比較小的時候，稱做抗原微變

（antigenic drift），大多是由於主管病毒HA或NA合成的RNA發生點變異

（point mutations），亦即只有一個或少數幾個胺基酸發生變化，所以抗原

的變異情形較小，其所引起的流行規模也較小。如果病毒的RNA節段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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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可能造成亞型的改變，成為一個新的病毒亞型, 也就是所謂的抗原

移型（antigenic shift），這樣的變異就比較可能會引起全球性的流行。 

對流感病毒而言，一般都是在冬天時發威，造成地區性流行或是世界

性的大流行，導致民眾生活及工作上的不便。更嚴重的是，對於容易產生

併發症的高危險族群，如 65 歲以上老年人，或患有慢性心、肺、腎疾病患

者，以及免疫功能缺陷及其他代謝疾病等，其死亡率也會因感染流感而相

對提高。1918 年的西班牙流感使全世界死了二千萬人以上，1957 年亞洲型

的大流行，1968 年香港型流感，1977 年蘇聯型流感以及 1997 年香港的禽

型流感，流感在二十世紀於全球各地肆虐情形，為人類帶來了極大的健康

損失，也造成社會、經濟的重大影響。 

疫苗注射雖是目前減低流感衝擊最有效的方法，然而對於一個易變異

而且經常發生變異的流感病毒而言，要製造出一種合適的疫苗是相當困難

的。過去 30 多年來，許多先進國家都會對老年人及慢性心肺疾病的人，以

注射疫苗方式來預防及控制流感的發生，不過近年來利用抗病毒藥物來治

療及預防流感亦已成為另一種防治的策略，但是流感疫苗注射計畫仍是目

前減低流感發生率的第一道防線
（3）

。現階段在先進國家獲准使用的抗病毒

藥物包括金剛胺（amantadine）、龜剛胺（rimantadine）、zanamivir、及

oseltamivir等四種（附表）。前兩種藥物早已被認定可以用來做為對A型流

感的防治用藥，對於未注射疫苗的民眾提供保護力或是做為已注射疫苗者

的加強預防，均約有 70－90%的功效。不過基於這兩種藥物對於中樞神經

的副作用，在治療過程而產生抗藥性病毒，及對B型流感不具預防效果等，

一直是這兩種藥物無法廣泛使用的主要原因。後兩種藥物zanamivir及

oseltamivir是近十年所發展的新藥，主要的作用是在抑制流感病毒神經胺酸

酶（neuraminidase-inhibitor）的作用，而這種方法目前對於A型與B型流感

病毒都具功效，而且所引起的副作用相較於amantadine和rimantadine而言亦

較輕微，不過所需負擔的價格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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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tadine & Rimantadine 

Amantadine和rimantadine的主要作用均是早期抑制病毒的複製，可能

藉防止病毒核酸除去外膜（uncoating）和阻止核酸釋放到宿主細胞，及增

加多巴胺（dopamine）從中樞神經系的神經末端釋出
（4）

。在感染後 48 小

時內服用，可降低A型流感患者之病症嚴重度及有效縮短病程。此外，兩

者也都可以作為預防流感的防治用藥。服用amantadine一般可能會出現包

括眩暈、頭重腳輕、焦慮不安、過度興奮、混亂、輕度抑鬱、起立性低血

壓、尿液遲遺、便秘等副作用。由於成人注射疫苗後，在體內形成抗體要

2 週左右（兒童在初次注射時甚至要 6 週的時間），所以可以在免疫力尚未

形成時，服用amantadine或是rimantadine作為預防，並不會因服藥而妨礙疫

苗注射後之抗體反應。亦可利用此兩種藥物作為化學預防，但並無法取代

疫苗，因其無產生抗體反應的作用，因此應與疫苗同時使用，直到抗體反

應發生。單獨用這種兩種葯物來預防流感，應考量其成本、併發症及潛在

的副作用才加以決定是否採用；且在流行時，應每天持續服用（通常 6－8

週）才能達較大效果；就成本效益而言，應只用於該地區達尖峰流行期時

服用是最佳的時機。 

Zanamivir 

zanamivir這種藥物與前述兩種藥物最大的不同點是同時對於A型與B

型流感都具功效。zanamivir是一種神經胺酸酶抑制劑，而神經胺酸酶卻是

A型和B型流感病毒在複製過程中必需的表面醣蛋白。利用由口吸入的方式

使葯物直接到達病毒複製的部位，屬於一種有效性很高的抑制劑，對於A、

B兩型流感都有良好的預防及治療效果。在臨床統計上，在發病後的 30－

36 小時之內，給予zanamivir可以有效控制流感症狀並且減低併發症的發生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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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eltamivir 

oseltamivir 用來治療急性發病 2 天以內且無併發症的病人，而且只適

合用來治療 18 歲以上的成人，對於小孩及未成年者（1－18 歲）並未獲准

使用。目前並無任何臨床試驗資料顯示 oseltamivir 於發病後 40 小時仍具療

效。 

以預防的角度而言，不論是 zanamivir 或 oseltamivir 均不被認為對於流

感所引起的併發症具有預防的功效，例如細菌性或病毒性肺炎、或是因流

感而惡化的慢性疾病。不過，近來有一些研究報告指出，zanamivir 及

oseltamivir 在一些安養中心或是學校等人員集中環境中，對流感所引起的

發燒症狀可以有 80%的療效。 

Zanamivir、oseltamivir、amantadine、和 rimantadine 的臨床效用都不

盡相同，而且使用的方法、時機、及對象也都不完全相同（見附表）。目前

沒有任何研究報告直接比較這四種藥物對於 A 型流感的效用。縱使如此，

依據目前現有的各種資料，這四種藥物在對於減少 A 型流感的發病病程上

是有效的，不過也僅限於那些沒有併發症的患者，因為沒有任何資料顯示

這些藥物可以減緩流感併發症（例如，肺炎），或是縮短住院日數。至於

zanamivir 及 oseltamivir 對於高危險族群的效用研究則更是少之又少了。 

在副作用方面，zanamivir 及 oseltamivir 的副作用及成本效益與

amantadine 或者是 rimantadine 均不相同。一般而言，amantadine 或

rimantadine 會出現中樞神經及胃腸的副作用。amantadine 對於有過癲癇

（seizure）病史的患者，還可能會提高癲癇的發生率。而 rimantadine 製造

商雖強調其引發癲癇的情形較 amantadine 低，但是 rimantadine 是否會提高

病患癲癇再發的發生率，目前並無較詳細的研究或是評估報告。至於對於

中樞神經方面的副作用，使用 zanamivir 和 oseltamivir 的病患中，偶而會

有報告病例的出現，因為有些氣喘或是慢性肺阻塞病人，曾經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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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namivir 而導致呼吸不順暢的現象，所以對於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病人，

在使用 zanamivir 上應特別小心。oseltamivir 一般常見的副作用有噁心、嘔

吐等。如果是腎功能衰竭的病人，amantadine、rimantadine、和 oseltamivir 

的劑量都要減少。而在價格上，zanamivir 和 oseltamivir 最貴，rimantadine

次之，amantadine 較便宜。 

結論 

amantadine 自 1976 年即開始使用，一直到 1993 年才有 rimantadin 的

上巿；目前兩者均被廣泛的使用，作為 A 型流感預防及治療用藥。Zanamivir

和 oseltamivir 則是近兩三年來對於治療流感的新選擇。目前可供使用的抗

流感病毒藥物只能是疫苗的暫時替代品，絕不能將疫苗給取而代之。利用

非活化疫苗的免疫預防方法仍是現今減低流感罹患率及死亡率的第一優先

考量。 

 

撰稿者：林智暉、邱淑君、張佳琪、劉定萍、陳豪勇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病毒性疾病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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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各種治療流行性感冒之抗病毒藥物比較 

 Amantadine Rimantadine Zanamivir Oseltamivir 

可防治之 

流感病毒型別 
A 型流感 A 型流感 

A 型和 

B 型流感 

A 型和 

B 型流感 

服用方式 

與劑型 

口服 

(錠劑、膠囊、

糖漿) 

口服 

(錠劑、糖漿) 
經口吸入* 

口服 

(膠囊) 

治療對象 

之年齡 
一歲以上 十四歲以上 十二歲以上 十八歲以上 

可供使用作為 

預防之年齡 
一歲以上 一歲以上 

對預防 

尚未核准 

對預防 

尚未核准 

NOTE: Amantadine manufacturers include Endo Pharmaceuticals (Symetrel® -- tablet and syrup); 
Invamed and Rosemont (Amantadine HCL -- capsule); and Alpharma, Copley Pharmaceutical, 
HiTech Pharma, Mikart, Morton Grove, and Pharmaceutical Associates (Amantadine HCL -- syrup). 
Rimantadine is manufactured by Forest Laboratories (Flumadine® -- tablet and syrup). Zanamivir is 
manufactured by Glaxo Wellcome (Relenza® -- for inhalation). Oseltamivir is manufactured by 
Hoffman-La Roche Inc. (Tamiflu® -- capsule). 

* Zanamivir is administered by using a specially designed plastic oral inhalation device (Diskhaler®). The 

device and instructions on its use are included in the package with the med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