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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2 年臺灣地區 HIV-1 新通報個案抗藥性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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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為反轉錄病毒科

(retroviridae)中的緩慢病毒(lentivirus)之一，感染發病後會導致後天免疫缺乏症

候群（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也就是一般俗稱的愛滋病。目

前，絕大多數的抗病毒藥物，是藉由干擾與 HIV-1 活性或複製相關的基因產物，達到

抑制病毒複製的效果。但在病患接受治療過程中，可能因為病毒變異及患者服藥順從

性不佳等因素，在患者體內衍生出抗藥性病毒株，導致患者體內的病毒複製無法被抑

制，進而影響到治療的效果。這些抗藥性病毒株的產生，亦有可能造成原生抗藥性病

毒株的傳播。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研究檢驗中心近年來持續對臺灣地區 HIV-1

抗藥性情形進行監控。在 2010-2012 年間，依危險因子與居住地區等參數來採樣當年

度新通報之 HIV-1病例進行檢測，分析 HIV-1具有抗藥性之盛行率分別為 9.8%、6.6%

及 7.4%。本研究結果將有助於了解 HIV-1抗藥性現況，並提供防疫政策之參考依據。 

 

關鍵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抗藥性 

 

前言 

HIV 在分類上屬於反錄病毒科(-retroviridae)中的緩慢病毒(lentivirus)之一， HIV-1

病毒為 110nm 具有糖化蛋白外套膜的的球型顆粒。其內含有雙股 RNA 及病毒複製時所

需要的酵素，如反轉錄酶(reverse transcriptase，RT)，嵌合酶(integrase)，蛋白酶(viral protease)

及一些調節蛋白[1]。HIV 病毒分為第一型 (HIV-1)及第二型 (HIV-2)，分別源自於非洲

東部及非洲西部，兩者在血清學反應上差異極大[1]。 HIV-1 和黑猩猩的免疫缺陷病毒

(simi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 SIV ) 較相似，而 HIV-2 和猴子的免疫缺乏病毒較接近。

HIV-1 分成三大群: 主群 M(Major group)及局外群 O (Outlier)，以及發現了新型(群)，命

名為 N (New group)。主群 M 根據 env 基因的差異又分為十個亞型 A 至 K，其基因序列

差異約在 20%以上。不同亞型盛行於不同的族群，而且跟性行為的模式有相關性[1]。 

HIV-1 病毒蛋白質酶全長為 297bp，由 99 個胺基酸所組成的單體(monomer) ，分子

量為約 11KD。此酵素在病毒的複製週期非常重要，若無法形成成熟的蛋白質酶，則無

法將反轉錄酶自聚合蛋白(polyprotein)切下，亦無法產生具感染性的病毒顆粒。另一個

在 HIV-1 病毒複製過程中扮演另一個重要角色的就是反轉錄酶。反轉錄酶將病毒單股

RNA 反轉錄成單股 DNA，再利用 DNA 聚合酶(polymerase)形成雙股 DNA，此雙股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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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嵌入宿主染色體中之後進行轉譯及轉錄作用。 

抗 HIV 病毒藥物治療對於感染人類免疫不全病毒的患者，不僅可以延長病人的壽

命，並可進一步幫助回復感染者受影響的免疫系統功能。目前，大多數的抗 HIV 藥物，

是藉由干擾或抑制 HIV 的蛋白質酶或反轉錄酶等與病毒活性或複製相關的酵素，來達

到控制病毒生長的效果[2]。依藥物抑制的病毒基因與機制可分為共六大類。但臺灣目

前主要使用其中四類藥物。第一類主要是抑制病毒蛋白酶的活性 (Protease inhibitor, 

PI) ，第二類是以類核苷酸衍生物 (Nucleoside reverse-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NRTIs) 的方

式，來抑干擾反轉錄酶的活性，第三類是以非類核苷酸衍生物 (Non-nucleoside 

reverse-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nNRTIs)的形式，來反制反轉錄酶的活性，第四類則是嵌合

酶抑制劑(Integrase inhibitor) 。自 1996 何大一博士提出高效能抗反轉錄病毒療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之後，由於三合一雞尾酒療法比使用單一病毒抑制

劑更能有效地抑制宿主內病毒複製，新的抗病毒藥物不僅副作用較過去的藥物低，對

於提高愛滋病病患的存活率與生活品質療效更好[2]。抗 HIV 藥物之抗藥性最早是在

1989 年被報導出來，服用藥物過程中，可能因為單一藥無無法持續有效地抑制病毒複

製，以及病人不依醫師指示定時服藥等因素，而衍生出對於各類抗 HIV 藥物的抗藥性

病毒株。這些抗藥性病毒株的產生，會使得患者體內的病毒無法被完全地抑制，進而

嚴重地影響到治療的效果與治療所需的時間。更嚴重的是這些抗藥性病毒株生，會因

為病患不採取安全性行為，造成抗藥性病毒株的傳播與流行。 

一般鑑定抗藥性病毒株的方法，可分為表現型的分析（phenotypic assay）及基因序

列的分析（genotypic assay）。表現型的分析，是經由細胞培養的方法分離病毒，再以類

似細菌檢測藥物感受性實驗(drug susceptibility test)的方式來鑑定藥物的抗藥性。目前市

售的試劑有 Antivirogram (Virco NV, Belgium) 和  PhenoSense  (Virologic, South San 

Francisco, Calif., USA)。但是目前抗藥性表現型之測試，在不同實驗室間仍無一套標準

與共識，此外表現型分析實驗之再現性也一直為人所垢病，需在生物安全第三級實驗

室操作，且操作實驗需要用活病毒，故既耗費成本又耗時。此外，病患體內原生病毒

群體中若僅存在少量的抗藥性病毒，表現型分析因靈敏度不足，也難以顯示正確抗藥

性的結果。目前全球最常使用檢測 HIV-1 抗藥性病毒株的方法為基因序列分析。基因

序列的分析是利用病毒基因定序方法，直接與病毒抗藥性相關之病毒基因上的變化，

藉由分析經治療無效的病人檢體及細胞培養產生的抗藥性病毒株，已經陸續發現許多

與抗藥性相關的基因變異。其中有些抗藥性病毒株的產生是由逐漸累積的基因變異所

導致，有些甚至是由單一基因變異所產生 (http://www.iasusa.org/)。基因序列分析的優點

是成本較低，並且操作時間較短，也有較充分的資料庫可以進行比對。缺點是靈敏度

較差，只能針對已知的抗藥性突變進行檢測，無法解釋在資料庫以外之突變位點造成

的影響。 

根據 UNAIDS（the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統計資料顯示，截

至 2012 年底，累計全球約有 35,300,000 人感染 HIV，每年約新增加 2,300,000 名新感染

者[3-4]。聯合國衛生組織(WHO)在西元 2005 起，針對全球正遭受 AIDS 危害的中、低

收入國家，提供數百萬人的藥物治療和診斷服務，使各地的感染者得以因此而獲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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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生命。然而在正式且全面地提供藥物治療之前，勢必得先進行多方的評估及監測。

陸續有研究證實藥物治療的確能有效降低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發病率及死亡率 [5]，但

是藥物治療只能抑制病毒的複製，無法清除潛藏的病毒 [6]。WHO 建議針對流行國家，

偵測當地抗藥性病毒株的盛行情形。美國衛生部公佈的“抗愛滋病毒藥物成年人及青

少年使用準則”（DHHS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antiretroviral agents in HIV-1-infected adults 

and adolescents），就已經建議在新感染的案例，要作抗藥性之病毒基因的檢驗。這項建

議的部份原因是在於帶有抗藥性突變的 HIV-1 株之傳播力（infectivity）與不帶有抗藥

性株的感染傳播能力是一樣，早期發現帶有抗藥株的感染案例，將對防疫及追蹤治療

病人有所幫助。臺灣從 1997 年 4 月起，即免費提供高效能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療法給

HIV-1/AIDS 病人服用，成為全世界少數免費提供 HAART 的國家。疾管署長期以來皆

有進行國內原生型 HIV-1 抗藥性之盛行率監測，以分子流行病學方法，監測抗藥性之

流行情況，以及 HIV 病患感染之亞型分布情形及其趨勢。藉以了解 HIV-1 抗藥性在不

同的亞型、地區及危險因子之散佈情形及其關連性。 

 

材料與方法 

一、檢體的收集與採樣  

本研究檢體的收集與採樣是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由疾管署病毒實驗室、縣市

衛生局與愛滋病指定醫院所收集 HIV-1 陽性檢體進行採樣及檢測，本研究所採集

之個案必需為當年度新通報之 HIV-1 病例，檢驗方法主要透過西方墨點法及病毒

量即時定量系統確認，方能判讀為陽性個案。並將檢體資料按照地區、年齡、性

別及危險因子作整理。以當年度臺灣地區本國籍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依危

險因子與居住地區分佈為基準以相對應之比例來篩選、採樣測試檢體 [7]，每年共

約 200-250 件，約佔全年新通報感染者的 10%。 

二、HIV 抗藥性實驗 

以 Abbott Viroseq
TM

 HIV-1 genotyping System v2.0（經 FDA/CE 認證及合乎本署

IVD 規範）之試劑進行 HIV-1 抗藥性監測，主要是利用基因定序來分析，HIV-1 pol

與 rt 基因序列是否具有蛋白質酶抑制劑、核苷酸反轉錄脢酶抑制劑及非核苷酸反

轉錄脢酶抑制劑三類藥物抗藥性之突變位點 [8-9]。操作流程完全依照試劑組所附

之操作手冊，依序為檢體 RNA 的萃取、反轉錄酶聚合酶鏈鎖反應、聚合酶鏈鎖反

應、聚合酶連鎖反應產物純化、定序循環反應、定序自動偵測以及軟體分析。所

獲得的七條序列片段輸入 Celera Diagnostics ViroSeq HIV-1 Genotyping System 

software version 2.8 之中，與 HXB-2 這個參考株的整個蛋白酶基因(第 1 至第 99 個

密碼子)，與三分之二個反轉錄酶基因(第 1 至第 335 個密碼子)的氨基酸序列進行

比對，以鑑定出存在於檢體中的突變基因。最後，再利用 ViroSeq 軟體其專利整

合系統，分析以及病毒抗藥性基因突變而產生報告。 

三、HIV 抗藥性分析 

主要依照 Abbott Viroseq v2.8 軟體資料庫及 2009 年 WHO 所發表的世界通用判

定標準 (表一) 來判定病毒藥物抗藥性[10]。蛋白酶及反轉錄酶基因出現突變點即

 



521                                      疫情報導                            2014 年 12 月 23 日                                                                                                                                                                                                                                                                                                      

計入為抗藥性個案。 

 
 
 
 
 
 
 
 
 
 
 
 

 
結果 
一、2010-2012 HIV-1 新感染病患流行情況 

2010-2012 年新通報之 HIV-1 陽性個案之抗藥性盛行率監測，三年分別分析

214、213 及 217 件共 644 件檢體，佔當年度新通報感染者約 9.8-11.9%。HIV-1 新

感染病患族群在性別上以男性為主，危險因子中以男男間性行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為主要危險行為，其次是異性間性行為，最後是注射藥癮者。

在實驗數據中 B 亞型為臺灣主要流行之病毒亞型，另有 CRF01_AE 及 CRF07_BC
二個次要型別 （表二）。當年度新通報感染者，本研究依當年度性別、危險因子

與居住地區分佈為採樣基準，以相對應之比例來進行篩選（表三）。 
 

 

 

 

 

 

 

 

 

 

 

 

 

 

 

 

 

表二、2010-2012 抗藥性檢測愛滋新感染病患相關資訊 

 

表一、WHO 在 HIV-1 主要抗藥性突變位點的判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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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 HIV-1 新感染病患抗藥性相關統計資料 
疾管署研究檢驗中心在 2010-2012 三年間分析出具有抗藥性之病患分別為

21、14 及 16 件，抗藥性盛行率分別為 9.8% (21/214)、6.6% (14/213)及 7.4% 
(16/217)。 2010 年共分析了 214 件抗藥性檢體，其中 PIs 為 0.9%(2 件)、NRTIs
為 4.2%(9 件)、nNRTIs 為 6.1% (13 件)。2011 年共分析了 213 件抗藥性檢體，

其中 PIs 為 0.9%(2 件)、NRTIs 為 4.2%(9 件)、nNRTIs 為 4.2% (9 件)。2012 年

共分析了 217 件抗藥性檢體，其中 PIs 為 2.3%(5 件)、NRTIs 為 4.6%(10 件)、
nNRTIs 為 2.8% (6 件)。2010-2012 抗藥性盛行率無統計學上有意義的差異。 

其中以 NRTIs 及 nNRTIs 類別之抗藥性突變位點最為普遍，而蛋白酶藥物

類別具抗藥性之數目及比例最少 (圖一)。每年皆有少數感染者具有對二種藥物

以上多重抗藥性的突變位點 (multiple drug resistance, MDR)，此趨勢需要進一

步的監測及後續分析。 
 

 

 

 

 

 

 

 

 

 

 

 

 

 
 

 

表三、2010-2012 臺灣愛滋新感染病患流行病學相關資訊 

 

圖一、 2010-2012 臺灣 HIV-1 新感染患者抗藥性相關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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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2010-2012 三年間亦分析出帶有對一種以上藥物抗藥性病毒之病患為 51

件。HIV-1 具抗藥性新感染病患族群在性別上以男性為多數(49 人)，在地緣上以北部地

區為相對多數 (31 人)。危險族群中以男男間性行為(MSM)為主 (45 人)，其次是異性間

性行為，最後是注射藥癮。B 亞型為臺灣主要流行之抗藥性病毒亞型 (48 人)，CRF01_AE

及 CRF07_BC 二個次要型別僅占少數 (表四)。進一步分析 2010-2012 年臺灣新感染愛

滋個案抗藥性位點之統計資料 (表五)，在 NRTIs 最多出現之抗藥性位點為 M184V (7

件)，其次是 D67N,E (5 件)；nNRTIs 為 K101 E,P (6 件)，其次是 G190A (5 件)； PIs 最多

的抗藥性位點為 L90M(4 件)。後續需要繼續進行監測，以確認這些抗藥性病毒株是否

在特定的族群中傳播。 

 

 

 

 

 

 

 

 

 

 

 

 

 

 

 

 

 

 

 

 

 

 

 

 

 

 

 

 

 

 

 

 

表五、2010-2012 年臺灣新感染愛滋個案抗藥性位點之統計資料 

 

表四、2010-2012 臺灣具抗藥性之新感染愛滋個案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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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未接受治療的 HIV 感染病患每天約生產製造出 10
10 

copies 病毒顆粒（約 10
4
~10

5
 

copies/ ml plasma），每天可感染約 10
8
 個體內細胞。同時由於反轉錄酵素之高錯誤率，

每天產生的 10
10
 copies 病毒顆粒中，約 1/1000 (10

7
) 的病毒可能會產生對藥物有抗藥性

的突變點。約每 10
3
~10

4
個被合成之核苷酸中便有一個會產生突變，因 HIV 之 genome size

約 10 kb，換言之每一個 HIV 複製週期所產生之病毒顆粒中，其 genome 可能會有 1~10

個突變基因產生。由於此一高變異性之特性，使得 HIV 在複製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大量

子代病毒，在藥物的選擇性壓力下，在開始治療的 14-28 天就有可能出現抗藥性病毒

株。極可能在病患接受治療時便已存有抗藥性而使得用藥成效不彰。遑論是否有藥物

的外界選擇性演化壓力、患者本身服藥之順從性、藥物本身在體內濃度、穩定度、溶

解度等可能造成抗藥性產生之因素。患者所複製出來之 HIV 族群，其基因變異之多元

化，很容易對藥物產生抗藥性。 

自 2004 年起臺灣開始 HIV-1 感染者迅速增加，在 2005 年達到高峰。此波流行主

要藉由注射藥癮者的途徑進入臺灣。分析 HIV-1 陽性之注射藥癮者之亞型，高達 96%

是感染 HIV-1 CRF07_BC 病毒株，從演化樹中得知臺灣的 HIV-1 CRF07_BC 重組病毒是

接近大陸型的病毒株[11]。而分析感染 HIV-1 之危險因子，注射藥癮者所佔的比例從

2005 年高達 72.3%，直到 2012 年則已下降至 1.6%，顯示政府推動之針具清潔交換計畫

與美沙冬替代療法對於阻斷注射藥癮者散播 HIV-1 病毒有明顯之效用。減害計畫已經

有效控制注射藥癮者的 HIV 新感染人數，然而取而代之的是透過男男間性行為感染

HIV-1 者的比例仍然呈現上升趨勢。本研究發現，帶有對一種以上藥物抗藥性病毒之病

患，性別以男性帶有抗藥性比例(8.1%)較女性(4.9%)為高，危險因子以男男間性行為者

居多(表四)，且在各危險行為族群中的比例也最高(9.2%)。是否男男間性行為者的危險

行為助長了抗藥性病毒株的傳播？需要配合其他疫調方式做深入探討。另一個間接證

據是男男間性行為者所流行之 B 亞型，其抗藥性比例(8.8%)也較其他亞型為高。本研究

在地區方面沒有發現統計學上顯著之差異。男男間性行為者抗藥性上升之趨勢，仍需

要持續進行研究及監控，以提供權責單位施政及研擬對策參考。 

臺大張淑媛教授以自行發展之的實驗方法(In-house method)，於 2012 年發表的論文

顯示，臺灣地區在 2007-2010 年的愛滋抗藥性 HIV-1 新通報個案抗藥性監測比例為

5.1%，2000-2010 十年比例為 8%[12] ，與本研究結果呈現相近。顯示近年來 HIV-1 新

通報個案抗藥性情形並無大幅度的波動，但仍需持續進行例行性監測。世界衛生組織

依感染趨勢預測亞洲是下一個愛滋病感染嚴重地區，在臺灣愛滋病感染人數不斷攀

升，感染年齡層也有下降的趨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表之文獻建議，當新發個案 HIV-1

抗藥性盛行率為 5%以下時，則每 2 至 4 年應執行一次抗藥性盛行率之監測，而 5%-15%

則建議應每 2 年執行一次監測，而當盛行率高達 15%以上時，應每 2 年執行一次監測，

且建議增加檢體採樣數目、排除實驗室汙染及有無計入已接受 HAART 治療之病患等因

素。另 HIV-1 疑似具抗藥性個案在服藥前應考慮進行抗藥性檢測，以節省抗愛滋藥物

支出[13]。 

 



525                                      疫情報導                            2014 年 12 月 23 日                                                                                                                                                                                                                                                                                                      

世界衛生組織亦提出可藉由早期預警指標(Early Warning Index, EWI) [13]，及早偵測

感染者就醫及服藥狀況，避免將抗藥性傳染給他人，而造成原生抗藥性感染者的產生。

每項 EWI 皆定義不同程度之標準，綠色表示優、琥珀色表示中等、紅色表示不佳，共

計有 5 項 EWI，分別是一、準時拿藥(On-time pill pick-up)，分析本國 2012 年服藥個案，

準時拿藥比率為 90%（綠色）；二、規律服藥率(Retention in care)：本國 2011 年初次服

用 HAART 者，共計 2,044 人，於 2012 年底，仍存活且仍使用 HAART 超過 12 個月者

為 1,739 人，規律服藥率為 85.1%（綠色）；三、藥局缺藥率(Pharmacy stock-outs)：本國

2012 年共計有 52 家愛滋病指定醫院，缺藥率為 0%（綠色）；四、使用規範處方率

(Dispensing practices)：即感染者非服用複方之抗 HIV 藥物的比率，本國感染者皆使用複

方，EWI 為 0%（綠色）；五、服藥 12 個月後病毒量測不到的比率(Viral load suppression 

at 12 months)：本國 2011 年開始服藥之個案，於 2012 年病毒量小於 1000 copies/ml 的比

率為 89.4%（綠色）。本國 5 項 EWI 指標皆為綠色，達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之標準，2010

至 2012 年之原生抗藥性盛行率介於 5%-15%之間。期望繼續以危險行為、地區等因子

為基準，例行性監視重要性指標以降低 HIV 抗藥性之浮現，並尋求可能降低抗藥性之

策略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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