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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治療藥物選擇』醫病共享決策 

 

前言 

   流行性感冒( Influenza )，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疾病，病程演變快速，傳染力很

強，流感症狀經常突發性出現，持續一周或更久。大部分的流感患者多屬輕症，靠自體免疫可自癒，

但少數高危險族群(如嬰幼兒、老年人、肝腎功能不全及代謝性疾病患者、免疫不全者)，可能出現

嚴重併發症，包括肺炎、腦炎、心肌炎及繼發性感染或神經系統疾病等，甚至導致死亡，不可輕忽。

流感患者給予藥物治療有助於緩解症狀、縮短病程及減低併發症風險，目前臨床上治療流感的常見

藥物約四種，本兒科醫療團隊將現有的藥物資訊提供您參考，希望能幫助您選擇適合自己或家人的

治療藥物。 

適用對象：流行性感冒患者 

疾病或健康議題介紹 

■ 何謂流感 

  人類流感病毒分為A型與B型兩大種。A型有H1病毒、H3病毒；B型有victoria（維多利亞）株，

和yamagata（山形）株兩大類。流感在發病前1天至症狀出現後的3-7天，都可能會傳染給別人，潛

伏期約1-4天。傳染途徑主要是透過罹患流感的人，咳嗽或打噴嚏所產生的飛沫，將病毒傳播給他

人。症狀包括發燒、咳嗽、流鼻水、喉嚨痛、頭痛、肌肉酸痛、疲倦等，部分患者會伴隨噁心、嘔

吐以及腹瀉等腸胃道症狀(B型流感比較容易引起腹瀉和肌肉痠痛)。 

■ 流感與一般感冒的差別 

 

項目  流感  一般感冒  

病原體  流感病毒  鼻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腺病毒等  

影響範圍  全身性  呼吸道局部症狀  

發病速度  突發性  突發或漸進性  

臨床症狀  喉嚨痛、倦怠、肌肉酸痛  喉嚨痛、噴嚏、鼻塞、流鼻水  

發燒  高燒 3-4 天  少發燒，僅體溫些微升高  

病情  嚴重  較輕微  

病程  約 1-2 週  約 2-5 天  

併發症  

肺炎 (最常見 )、心肌炎、腦炎

及嚴重繼發性感染或神經系

統疾病  

少見 (中耳炎或肺炎 ) 

傳染性  高傳染性  傳染性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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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快篩準確嗎? 

   流感快篩是由醫療專業人員採取病患鼻咽或喉嚨等部位之檢體，利用免疫分析法，檢測是否具

有A型或B型流感病毒的核蛋白質抗原，整體準確率約60~70%。由於容易受檢體內病毒活性及病毒

量的影響，檢測結果可能造成偽陰性，意思是即使呈現陰性反應，亦不能排除罹患流感，因此不能

當作唯一的診斷標準，必須依據患者的臨床症狀及接觸史，來判斷是否受到流感病毒感染。 

■ 流感抗病毒藥物投藥時機? 

   罹患流感時除了多休息、補充營養、適度運動之外，應依醫師指示使用藥物來治療及緩解症狀。

抗流感病毒藥物通常在流感症狀開始後48小時內使用，效果最好，但即使症狀出現超過48小時後使

用仍然有效，疾管署也建議不需等到實驗室檢驗確診為流感即可給藥。 

█ 抗流感病毒藥物有哪些? 

 

藥物 

克流感 

Oseltamivir 

(Tamiflu) 

瑞樂沙 

Zanamivir  

(Relenza) 

紓伏效 

Baloxavir 

(Xofluza) 

瑞貝塔 

Peramivir 

(Rapiacta) 

 

藥品

圖片 

   

 

機轉 抑制神經胺酸酶 抑制神經胺酸酶 阻斷病毒合成複製 抑制神經胺酸酶 

治療 A 型及 B 型流感 A 型及 B 型流感 A 型及 B 型流感 A 型及 B 型流感 

用法 早晚口服，5 天 早晚吸入，5 天 口服單次劑量 單次點滴靜脈注射 

適用 ●一個月大以上 

●孕婦及哺乳婦女 

●5 歲以上 ●12 歲以上 ●一個月大以上 

●無法使用口服或

吸入劑型者 

療效 ●緩解症狀時間約

32 小時 

●病毒消除時間約

73.92 小時 

●緩解症狀時間約

36 小時 

●病毒消除時間約

71.28 小時 

●退燒時間約 24.5

小時 

●緩解症狀時間約

53.7 小時 

●病毒消除時間約

24 小時 

●退燒時間約 20.6

小時 

●緩解症狀時間約

29.1 小時 

●病毒消除時間約

49.2 小時 

副作

用 

●噁心、嘔吐、頭痛 

●未成年病患需注

意神經精神症狀 

●口咽水腫、皮膚疹 

●未成年病患需注

意神經精神症狀 

●噁心、嘔吐、腹

瀉、肝功能上升 

●腹瀉、白血球減

少、嘔吐、蛋白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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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呼吸系統病

患需注意支氣管痙

攣及呼吸困難等症

狀 

費用 公費或自費約 1000

元 

公費或自費約 1000

元 

自費約 1600 元 自費約 1920 元 

 

您目前比較想要選擇的抗流感病毒藥物是： 

□ 克流感 Oseltamivir (Tamiflu) 

□ 瑞樂沙 Zanamivir (Relenza) 

□ 紓伏效 Baloxavir (Xofluza) 

□ 瑞貝塔 Peramivir (Rapiacta) 

□ 不進行任何藥物治療 

 

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您作決定 

步驟一、比較每個選項的優點、缺點、風險、副作用(併發症)、可能的費用。 

■ 不同抗流感病毒藥物之優缺點 
 

藥物 優點 缺點 

克流感 

Oseltamivir (Tamiflu) 

●非侵入性 

●適用對象廣 

●費用較低 

●治療天數較長 

●副作用較多 

瑞樂沙 

Zanamivir (Relenza) 

●非侵入性 

●安全性高 

●適合不擅長吞藥族群 

●腸胃道副作用較少 

●費用較低 

●治療天數較長 

●使用步驟較複雜，需操作技巧 

●不適用於無法配合正確使用

吸入型藥劑或預期吸入粉末型

藥物後可能出現支氣管痙攣之

患者 

紓伏效 

Baloxavir (Xofluza) 

●非侵入性 

●快速消除病毒 

●服藥遵從性較高 

●12 歲以下不建議使用 

●一律自費，費用較高 

瑞貝塔 

Peramivir (Rapiacta) 

●療效快速 

●適用對象廣 

●適用無法口服或吸入型藥劑者 

●須建立點滴管路 

●一律自費，費用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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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您選擇的治療藥物有哪些重要考量?以及在意的程度為何？ 

  請圈選下列考量項目，1 分代表對您完全不在意，5 分代表對您非常在意 

考量項目 在意程度 

退燒效果 1 2 3 4 5 

療程時間 1 2 3 4 5 

侵入性 1 2 3 4 5 

遵從性 1 2 3 4 5 

副作用 1 2 3 4 5 

價格 1 2 3 4 5 

其他： 1 2 3 4 5 
 

步驟三、您對抗流感病毒藥物的了解有多少？ 

1. 使用抗流感病毒藥物，可降低流感的嚴重度。□對 □不對 □不確定 

2. 在流感發病的 48 小時內使用抗病毒藥物，療效最佳。□對 □不對 □不確定 

3. 不同的抗流感病毒藥物可適用於所有的流感病患。□對 □不對 □不確定 

4. 使用抗病毒藥物可降低病毒量，減低傳染他人的機會。□對 □不對 □不確定 

5. 流感患者只能採用一種抗病毒藥物，即使效果不佳，也不可換藥。□對 □不對 □不確定 

步驟四、您現在確認好醫療方式了嗎？ 

我已經確認好想要的治療方式，我決定選擇： 

□ 克流感 Oseltamivir (Tamiflu) 

□ 瑞樂沙 Zanamivir (Relenza) 

□ 紓伏效 Baloxavir (Xofluza) 

□ 瑞貝塔 Peramivir (Rapiacta) 

□ 不進行任何藥物治療，原因：                                 

我目前還無法決定 

  □ 我想要再與我的主治醫師討論我的決定。 

  □ 我想要再與家人討論我的決定。 

  □ 對於以上治療方式，我想要瞭解更多，我的問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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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更多資訊及資源： 

1.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QAPage/DQWXG19u2cXMH1jwGKXHug 

2.克流感仿單   

https://www.skh.org.tw/skh_resource/leap_do/gallery/001/1543304776272/%E6%B5%81%E6%84%9F

%E5%89%8B%E6%98%9FTAMIFLU.pdf 

3.瑞樂沙仿單 

https://www.cdc.gov.tw/File/Get/sqrAKrJg_Uq8Ki5B0HtO3g?path=Gpzp0FN4GrCbbBLXNMTFu_LE

5U6zDACnKG69T6SVM7IIoZYcf_kfZiDSO04KA504&name=sn0JkdsBxi8r9rDrPvg7UdK8oHku3Y

mbmPmX-sduiFM&download=sqrAKrJg_Uq8Ki5B0HtO3g 

4.紓伏效仿單 

http://web.skh.org.tw/pharmacy/upload/1MBB02.pdf 

5.瑞貝塔仿單 

http://www.ktgh.com.tw/Public/tbDrug/201911071428587055.pdf 

 

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列印及攜帶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https://www.skh.org.tw/skh_resource/leap_do/gallery/001/1543304776272/%E6%B5%81%E6%84%9F%E5%89%8B%E6%98%9FTAMIFLU.pdf
https://www.skh.org.tw/skh_resource/leap_do/gallery/001/1543304776272/%E6%B5%81%E6%84%9F%E5%89%8B%E6%98%9FTAMIFLU.pdf
https://www.cdc.gov.tw/File/Get/sqrAKrJg_Uq8Ki5B0HtO3g?path=Gpzp0FN4GrCbbBLXNMTFu_LE5U6zDACnKG69T6SVM7IIoZYcf_kfZiDSO04KA504&name=sn0JkdsBxi8r9rDrPvg7UdK8oHku3YmbmPmX-sduiFM&download=sqrAKrJg_Uq8Ki5B0HtO3g
https://www.cdc.gov.tw/File/Get/sqrAKrJg_Uq8Ki5B0HtO3g?path=Gpzp0FN4GrCbbBLXNMTFu_LE5U6zDACnKG69T6SVM7IIoZYcf_kfZiDSO04KA504&name=sn0JkdsBxi8r9rDrPvg7UdK8oHku3YmbmPmX-sduiFM&download=sqrAKrJg_Uq8Ki5B0HtO3g
https://www.cdc.gov.tw/File/Get/sqrAKrJg_Uq8Ki5B0HtO3g?path=Gpzp0FN4GrCbbBLXNMTFu_LE5U6zDACnKG69T6SVM7IIoZYcf_kfZiDSO04KA504&name=sn0JkdsBxi8r9rDrPvg7UdK8oHku3YmbmPmX-sduiFM&download=sqrAKrJg_Uq8Ki5B0HtO3g
http://web.skh.org.tw/pharmacy/upload/1MBB02.pdf
http://www.ktgh.com.tw/Public/tbDrug/20191107142858705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