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衛邁錠 200 毫克
NEVIMAT
衛部藥輸字第 026184 號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主成分：Nevirapine 200毫克
11-cyclopropyl-5,11-dihydro-4-methyl-6H-dipyrido[3,2-b:2',3'-e][1,4]diazepin-6-one(=Nevirapine )
賦形劑：Lactose Monohydrate,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Povidone K30, Purified Water, Sodium Starch Glycolate,
Colloidal Anhydrous Silica, Magnesium Stearate.
藥理性質 (依文獻記載)
Nevirapine 為一種HIV-1 之非核苷反轉錄酶抑制劑(non-nucleoside reverse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NRTI)。
Nevirapine 直接與反轉錄酶結合，藉由破壞酵素作用部位，阻斷具RNA 依賴性和DNA 依賴性的DNA 聚合酶活
性。Nevirapine 不會與模板(template)或核苷三磷酸(nucleoside triphosphate)競爭。Nevirapine 亦不會抑制HIV-2 反
轉錄酶和真核狀態下的DNA 聚合酶(如人類的DNA 聚合酶α, β, γ或δ)。在臨床研究中，觀察到Nevirapine 與高密
度脂蛋白膽固醇(HDL-cholesterol)的上升及總膽固醇和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比值(total to HDL-cholesterol ratio)的改
善有關，此現象在一般大眾可被認為與較低的心血管危險性有關。然而，由於缺乏專門針對Nevirapine 使用於感
染HIV-1 之病人以降低其心血管危險性的研究，前述發現的臨床影響尚未知。抗反轉錄病毒藥物的選擇，必須以
其抗病毒療效為主要的指引。
體外試驗HIV感受性：
測量Nevirapine在體外的抗病毒活性，曾使用許多不同的細胞，包括週邊血液單核細胞、單核球衍生的巨噬細
胞、淋巴母細胞。近來的研究使用人類臍帶血的淋巴球及人類胚胎腎臟293 細胞，測得Nevirapine 對實驗室及臨
床上分離出來之HIV-1 的EC50 (50%抑制濃度)值範圍為14-302 nM。體外的研究顯示Nevirapine 對自clades A、B、
C、D、F、G、H 和循環的重組型﹝Circulating recombinantforms, (CRF)﹞，CRF01_AE、CRF02_AG、CRF12_BF 分
離出的group M HIV-1，具抗病毒的活性 (EC50 的中位數為 63 nM)。體外的研究顯示Nevirapine對group O HIV-1
及HIV-2 的分離物不具抗病毒的活性。Nevirapine 與efavirenz 併用，體外試驗顯示具有強的拮抗抗HIV-1 活性；
與蛋白酶抑制劑ritonavir 或融合抑制劑enfuvirtide 併用，具有加成的拮抗作用。Nevirapine與蛋白酶抑制劑
amprenavir、atazanavir、indinavir、lopinavir、nelfinavir、saquinavir、tipranavir 及NRTIs abacavir、didanosine、
emtricitabine、lamivudine、stavudine、tenofovir、zidovudine 併用，具加成或增強抗HIV-1 活性的作用。Nevirapine
的抗HIV-1 活性會被抗HBV 藥物adefovir 及抗HCV藥物ribavirin所拮抗。
抗藥性：在體外試驗已分離出對Nevirapine 敏感度降低的HIV (降低100 - 250 倍)。由基因型的分析得知，依據所
試驗的病毒種類及細胞株，突變是發生在HIV-1 RT基因的Y181C 及/或V106A 位置。由體外試驗顯示Nevirapine產
生抗藥性的時間不會因為選擇與其它的NNRTIs合併使用而改變。無論是單獨使用NEVIRAPINE (n=24)或合併使
用NEVIRAPINE 和ZDV (n=14)在臨床試驗的第一第二階段一週到大於等於十二週之期間，都有表現型和基因型
改變的HIV1 變種產生。單獨使用NEVIRAPINE 治療一週後，三個病患都分離出在體外對Nevirapine 敏感度降低
的HIV。在剛開始治療的兩週，於某些病人身上測出一個或多個位置發生反轉錄酶抗藥性突變，出現在第103, 106,
108, 181, 188, 190 位置的氨基酸。在單獨使用NEVIRAPINE 治療第八週後，全部24 位病人都被測出有對
Nevirapine 敏感度減低100 倍基準值的HIV，而且出現一種或多種與Nevirapine 相關的抗反轉錄酶突變種。24 位病
患中的19 位（80％）無論服用的劑量高低，在第181 位置產生突變。於2NN 的臨床試驗中，從71 位產生病毒回
躍現象的患者（這些患者之前均未接受過抗反轉錄病毒治療）所分離出的病毒作基因型分析，當中25 位服用
Nevirapine，每天一次；46 位服用Nevirapine，每天二次，併用lamivudine 及stavudine，持續治療48 週。結果顯示

每天服用一次及二次Nevirapine 病人中，分別有8 位（8/25）及23 位（23/46）的患者所分離出的病毒含有一個或
多個下述與NNRTI 抗藥性相關的突變種：Y181C、K101E、G190A/S、K103N、V106A/M、V108I、Y188C/L、
A98G、F227L 及M230L。
預防母子HIV垂直傳染(PMTCT)之抗藥性:
在HIVNET 012 試驗中，使用Nevirapine 單一劑量後，在6-8週間，111 位婦女中有21 位(19 %)被測出有Nevirapine
突變性的病毒，從這些婦女中發現最常見的突變病毒為K103(佔57 %)，其次為K103N 及Y181C 混合型突變病毒
（19 %）。但這些6-8週已發現突變病毒的婦女在分娩後12-24 個月再接受檢測時，有11 位並未測出有Nevirapine
抗藥性突變病毒。在HIVENT 012 試驗中，24 位已感染之嬰兒中，有11 位(佔46 %)有突變病毒產生，最常見突變
病毒為Y181C。但7 位在年齡6-8 週被測出突變病毒之嬰兒，在年齡12個月時再測試，都未測出有對Nevirapine 具
抗藥性之突變病毒的產生。
在一個研究中，曾接受單一劑量Nevirapine 以預防母子垂直感染的婦女，為了她們自身的健康而接受
NEVIRAPINE 合併其他抗反轉錄病毒藥物的治療，123 位婦女中有29 位(亦即24%)經歷病毒學的失敗(virologic
failure)；在13 位感染HIV-1 且在基礎期被測出對NEVIRAPINE 具抗藥性的婦女中，有5 位(亦即38%)經歷病毒學
的失敗(virologic failure)。
在一個研究中，感染HIV-1 的婦女的新生兒分別接受安慰劑或單一劑量的Nevirapine，在30 位被感染HIV-1 的新
生兒中，15 位曾接受安慰劑另15 位曾接受Nevirapine，都接續接受Nevirapine 合併其他抗反轉錄病毒藥物的治
療。以Nevirapine合併其他抗反轉錄病毒藥物治療6個月後出現病毒學的失敗(virologic failure)，在曾接受單一劑量
Nevirapine 治療的15 位嬰兒中有10 位，比曾接受安慰劑的嬰兒(15位中有1 位出現之)為高。
單一劑量Nevirapine 與其他抗反轉錄病毒藥物併用會減弱對Nevirapine 產生抗藥性。
交叉抗藥性：體外試驗已經證實對於非核苷反轉錄酶抑制劑(NNRTIs)產生交叉抗藥性之HIV 很快出現，有關
NNRTI Nevirapine 和核苷類反轉錄酶抑制劑產生交叉抗藥性之資料有限。由4位病患所分離之抗zidovudine 病毒在
體外對Nevirapine 仍有感受性，而有6位病患之抗Nevirapine病毒對ZDV 及ddI 具有感受性。由於酵素的作用對象
不同，Nevirapine 和HIV 蛋白酶抑制劑之間不會產生交叉抗藥性。
Nevirapine治療後出現病毒學的失敗(virologic failure)的病人，預期會對delavirdine及efavirenz產生交叉抗藥性。
可依據抗藥性檢驗的結果，接續給予包含etravirine的治療組合。
Nevirapine不應使用於治療HIV的單一藥品，或加入失敗療程的唯一製劑。正如其他的非核苷反轉錄酶抑制劑，如
果以Nevirapine單一藥品治療，很快就會產生抗藥性病毒。選用新的抗反轉錄病毒藥品與Nevirapine併用時，必須
考慮交叉抗藥性的可能性。當停止一個含有Nevirapine的抗反轉錄病毒療程時，必須考慮到Nevirapine的長半衰
期，如果當中有抗反轉錄病毒藥品的半衰期較Nevirapine短，同時停藥會造成Nevirapine單獨持續以低血漿濃度存
在一星期或更長的時間，而因此可能會產生病毒的抗藥性。
藥物動力學(依文獻記載)
成人之藥動學
健康志願者和感染HIV-1 之成人口服Nevirapine 後，藥物容易吸收(> 90%)。12 位健康成人給與50 mg 錠劑單一劑
量後，絕對生體可用率為93 ± 9 % (平均±標準差)，口服溶液為91 ± 8 %。給與200 mg 單一劑量後，約4 小時可達
最高血漿濃度2 ± 0.4μg/ml (7.5 μM)。重複給與，日劑量在200 至400 mg 範圍內，Nevirapine 最高血中濃度呈線性
上升。每日服用400 mg，達穩定狀態時Nevirapine 最低濃度為4.5 ± 1.9μg/ml (17 ± 7 μM) (n=242)。食物、制酸劑或
含鹼性緩衝劑的藥品(如：didanosine)不會影響Nevirapine 的吸收。Nevirapine 具高度親脂性，在生體酸鹼濃度下
不會解離。健康成人靜脈注射後，分佈體積(Vdss)為1.21 ± 0.09 L/kg，表示Nevirapine 在人體內廣泛分佈。

Nevirapine易通過胎盤，並可分泌至乳汁中。血中濃度在1 - 10 μg/ml 時，大約有60%之Nevirapine 與血漿蛋白質結
合。Nevirapine 在人體的腦脊髓液的濃度是血漿濃度之45% (±5%) (n=6)，此比例大約與未結合藥物量同。
在體內試驗與人體外之肝臟微粒體試驗已證實Nevirapine 大部分經由細胞色素(cytochrome)P450 氧化代謝成數種
羥基化(hydroxylated)代謝物。人體肝臟微粒體之體外試驗推測Nevirapine 主要經由CYP3A 族之細胞色素P450 同
功酶(isozymes)進行氧化代謝反應，或許其他同功酶亦扮演次要角色。以8位健康男性自願者所做之mass
balance/excretion 試驗，受試者給與200 mg 的Nevirapine，一天兩次，然後再給與50 mg 單一劑量之14C-Nevirapine
以達穩定狀態，大約91.4 ± 10.5%之放射線標的藥物被回收，主要經由尿液排除(81.3 ± 11.1%)，糞便排除占10.1 ±
1.5%，尿液中80%以上放射線藥物為羥化代謝之醛糖酸共軛化物(glucuronide conjugates)。
人體內，Nevirapine 主要經由細胞色素P450 代謝，與醛糖酸共軛結合後之代謝物由尿液排除，尿液中僅少部分(<
5%)具放射性(低於3%總劑量)之原型藥物；因此，腎臟排泄對原型藥物的排除扮演次要角色。
Nevirapine 業經證實為肝臟細胞色素P450 代謝酶的誘導劑。由單一劑量每日200mg-400 mg，持續服用2-4 週，
Nevirapine 之口服廓清率大約增加1.5-2 倍，顯示有自體誘導藥動變化之特性。自體誘導也會導致Nevirapine 在血
漿之末相(terminalphase)半衰期從約45 小時(單次劑量)下降至大約25-30 小時(每日200-400 mg，重複給與)。
性別：
在多國進行的2NN 研究，其中一個有關人口藥動學的次研究係針對包括391 位女性的1077 位病人進行。
Nevirapine 的清除率在女性病人較男性病人低13.8%。此差異不具臨床關聯性。由於體重或身體質量指數(BMI)不
影響Nevirapine 的清除率，無法以體型來解釋性別的影響。
Nevirapine 在HIV-1 感染之成人藥動學沒有因年齡(18-68 歲)與種族(黑人、拉丁民族或高加索族)而改變。以上資
料是由數個臨床試驗之統合的數據所得知。
腎功能不全：
在 23 位有輕度(50 ≤ CLcr < 80 ml/min)、中度(30 ≤ CLcr < 50 ml/min)或重度(CLcr <30 ml/min)腎功能不全、腎臟損
害或需要透析的末期腎臟病(ESRD)患者以及8 位腎功能正常(CLcr > 80 ml/min)的受試者比較NEVIRAPINE 單一
劑量的藥物動力學。腎臟受損(輕度、中度及嚴重)對NEVIRAPINE 的藥物動力學沒有顯著影響，然而，需要透析
的ESRD 病人使用NEVIRAPINE 一星期後會使NEVIRAPINE 之AUC 減少43.5%，Nevirapine 的羥化代謝物也會
蓄積於血漿中，由這些結果可知，在每次透析後，額外給與200 mg NEVIRAPINE 可以彌補透析對NEVIRAPINE
廓清作用的影響。對CLcr ≥ 20 ml/min 的其他病人則不需調整NEVIRAPINE 的劑量。
對肝臟的損傷：
在一項穩定狀態的研究，對46 位肝臟纖維化的病人［輕度損傷（17 位，Ishak Score1-2）、中度損傷（20 位，
Ishak Score 3-4）、嚴重損傷（9 位，Ishak Score 5-6，其中8 位為Child-Pugh A，1 位無Child-Pugh score）］比較
肝臟損傷的情形。
在進行藥動學採樣前，這些病人都接受包含每天2 次、每次200 mg NEVIRAPINE 的抗病毒治療，治療期的中位數
為3.4 年。在此研究中，Nevirapine 的多次劑量藥動學清除(multiple dose pharmacokinetic disposition)及五種氧化代
謝物皆未被改變。然而，其中大約15%的肝臟纖維化病人， Nevirapine 的trough 濃度超過9,000ng/ml (為一般
trough 平均值的2 倍)。對肝臟損傷的病人應小心監測藥物誘發毒性的證據。
在一個對HIV-1 陰性、輕至中度肝功能損傷之病人(其中6 位是Child-Pugh A，4 位是Child-Pugh B)所進行的
Nevirapine 200 mg 單次劑量之研究，觀察到1 位有腹水的Child-Pugh B 病人，其Nevirapine AUC 呈顯著增加，此
表示肝功能惡化的病人可能有Nevirapine 積蓄在體循環之危險。
由於多次劑量的Nevirapine 會誘發它自身的代謝，此單次劑量之研究可能無法反映肝臟損傷對多次劑量Nevirapine
之藥動學資料的影響(參考”特別注意及預防”)。

兒童病患之藥動學
有關Nevirapine 之藥動學資料有兩個主要的來源：在南非對123 位年齡為3 個月至16 歲、HIV-1 陽性且未接受過抗
病毒治療之小兒所進行的為期48 週的研究；對5個小兒愛滋病臨床試驗群［Paediatric AIDS Clinical Trial Group
(PACTG)］的整合分析，其臨床計劃書包括495 位年齡介於14 天至19 歲之愛滋病人。
為期48週的南非研究分析結果，確認Nevirapine 劑量4/7 mg/kg 和150 mg/m2 對未接受過抗病毒治療之小兒有效且
耐受性良好。此二劑量組在這48 週的過程中，CD4+ cell 的百分比皆呈現顯著的改善，而且，此二劑量都能有效
降低病毒量(viral load)。在為期48 週的此研究中，二劑量組都未被觀察到有任何非預期的安全性證據。從33 位(年
齡0.77-顯示13.7 歲)密集採樣組的藥動學資料顯示，Nevirapine 口服後，其清除隨年齡而增加且與身體表面積之增
加呈一致性。每日2 次，每次Nevirapine 150 mg/ m2 的劑量﹝每天一次150 mg/ m2 的兩週導入期(lead in)後﹞，
Nevirapine 之trough 濃度的幾何平均或平均介於4-6 μg/ml(如同成人之目標值)。
此外，此二方法所觀察到Nevirapine 之trough 濃度為可相比的。
整合分析Paediatric AIDS Clinical Trial Group (PACTG) 計劃書245、356、366、377和403，能提供對參與PACTG
研究之3 個月以下小兒(17 位)的評估。觀察到這些病人血漿的Nevirapine 濃度介於成人和其他年齡的小兒，但病
人間較有差異，特別是在年齡為二個月大時。
適應症
與其他藥物併用，治療免疫缺陷逐漸惡化或嚴重HIV-1 感染之成年病患。
說明
使用Nevirapine為單一療法與可能造成NNRTI 抗藥性有關，此觀察對未來治療選擇的影響還不清楚，需要進一步
的研究。
凡是可以取得其他抗反轉錄病毒藥品處，單一劑量的Nevirapine治療必須與其他有效的抗反轉錄病毒藥品併用
（如國際認可的治療原則所建議）。
用法用量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成人建議劑量：在開始治療的14 天，推薦劑量為每天200 mg Nevirapine [必須使用導入期(lead-in period)，以減少
皮疹發生頻率]，之後每天使用兩次，每次200 mg的Nevirapine，與兩種以上的其他抗反轉錄病毒藥物合併治療。
對於合併治療的藥物，需遵照其製造廠的推薦劑量與監測。
一般性原則：病患應被告知每天遵守處方服用Nevirapine的必要性。當忘記服藥時，不應在下次服藥時服用兩倍
的劑量，而應該儘快的服用下一次的劑量。使用Nevirapine治療前和治療期間在適當間隔，應進行包括肝功能在
內的臨床化學檢驗(請參考”特別注意及預防”)。如病患在治療導入期14 天內，每天服用200mg，發生皮疹時，應
停止用藥，並與治療醫師聯繫及評估是否繼續用藥事宜(請參考”特別注意及預防”)。
中斷服用NEVIRAPINE 超過七天的病患，再次服用NEVIRAPINE ，應以兩週為導入期，使用推薦劑量重新開始
治療。
禁忌症(依文獻記載)
對本藥主成分或賦形劑會產生具臨床意義過敏反應的病人，應避免使用。
Nevirapine禁用於嚴重肝功能不全(Child-Pugh C)或治療前ASAT 或ALAT 大於正常上限值(ULN)五倍的病人。當患
者之baseline ASA/ALAT 穏定小於正常上限值(ULN)五倍後，才可使用本藥。

Nevirapine不可再次使用於曾因Nevirapine 而引起嚴重皮疹、伴隨全身症狀之皮疹、過敏反應或因臨床性肝炎而需
永久停藥的病患。Nevirapine也不能再次使用於曾以Nevirapine 治療而發生ASAT 或ALAT 為正常上限值(ULN)五
倍以上的病人及再次給與Nevirapine 後肝功能異常再發的病人(請參考”特別注意及預防”)。
可能與本藥的賦型劑(參考”特別注意及預防”)有配伍禁忌之罕見的遺傳性疾病病人，禁用本藥。
由於含有聖約翰草﹝St John’s wort (hypericum perforatum)﹞之草本植物製劑具有降低Nevirapine 血漿濃度及降低臨床
效果的危險，故正接受Nevirapine 治療的病人不應使用該類製劑(請參考”交互作用”)。
特別注意及預防
Nevirapine 治療期最初18週必須密切監測病人是否發生嚴重危及生命的皮膚反應[包括史約氏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和毒性表皮壞死溶解(toxic8epidermal necrolysis, TEN)]或嚴重的肝炎/肝衰竭。在治療期的
最初6週內，是出現肝臟反應及皮膚反應的最危險期。過了此段期間，仍有發生肝臟不良反應事件的危險性，因
此必須持續定期監測。
女性患者及開始治療時CD4 數值較高者，發生肝臟不良反應事件的危險性較高。根據有對照組及無對照組的研究
中所觀察到的嚴重性及危及生命的肝毒性報告，Nevirapine不應開始用於成年女性之CD4+細胞數值大於250
cells/mm3，或成年男性之CD4+細胞數值大於400 cells/mm3，除非治療利益大於危險性。在一些案例中，即使停止
治療，肝損傷仍持續惡化。
病人產生肝炎的徵候或症狀、嚴重皮膚反應或過敏反應時，必須停用NEVIRAPINE ，並立即尋求醫療評估。
發生嚴重的肝臟、皮膚或過敏反應後，不可再次使用Nevirapine。此外，必須嚴格遵守使用劑量，特別是在治療
期的最初14 天(lead-in-period)(請參考”用法用量”)。
皮膚反應
接受 NEVIRAPINE 治療的病患，曾經發生嚴重可危及生命甚至致死的皮膚反應，包括史約氏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毒性表皮壞死溶解(toxicepidermal necrolysis, TEN)以及出現皮疹、全身性症狀與其他內
臟受損等特徵的過敏反應。治療期最初18週內，需小心監測病人。對發生皮疹的病人需嚴密監護。
當病人出現嚴重的皮疹或伴隨著全身症狀(如發燒、起水泡、口腔病灶、結膜炎、臉部水腫、肌肉或關節痛或全
身不適)的皮疹，包括史約氏症候群或毒性表皮壞死裂解，應永久停止使用Nevirapine。任何出現特徵為伴隨全身
症狀之皮疹以及損及內臟，如：肝炎、嗜伊紅血球過多症、顆粒性白血球過少症及腎功能不全或其他內臟損害徵
兆等過敏反應的病人，應永久停用Nevirapine (請參考”副作用”)。
病患應被告知NEVIRAPINE 的主要毒性是皮疹。本藥的使用應該有導入期(lead-inperiod)，這樣可以減低皮疹的
發生率(請參考”用法用量”)。皮疹常在剛開始治療的6週內發生，在此期間，應該告知病患仔細地觀察是否發生皮
疹，若治療初期發生皮疹，病患應停止用藥並與治療醫師聯繫及評估是否繼續用藥事宜。
接受Nevirapine治療而出現皮膚及/或肝臟反應的病人中，罕見的病例會出現橫紋肌溶解症的情形。
與predinisone 合併使用(最初14 天Nevirapine的劑量為每天40 mg)已顯示不會減少與Nevirapine有關的皮疹發生率，
而且可能與以NEVIRAPINE 治療最初6週皮膚疹發生的機率增加有關。
發生嚴重皮膚反應的危險因子包括在lead-in 期間沒有遵守每天200 mg 的起始劑量，症狀出現後就醫時間拖太長，
則可能增加發生更嚴重的皮膚反應。無論治療是否含有NEVIRAPINE ，女性發生皮疹的危險性比男性高。
任何病人出現嚴重皮膚疹或皮膚疹伴隨全身症狀，如：發燒、起水泡、口腔病灶、結膜炎、臉部水腫、肌肉或關
節痛或全身不適時，須停止用藥並立即尋求醫療評估，且這些病人不可再次使用Nevirapine。
若病人發生疑似與NEVIRAPINE 相關之皮疹，應進行肝功能之檢測。ASAT 或ALAT(ULN)超過正常值上限五倍
之肝功能指數呈中度或重度上升的病人，應永久停用Nevirapine 。
若發生特徵為伴隨全身症狀如：發燒、關節痛、肌痛及淋巴腺病的過敏反應以及肝炎、嗜伊紅血球過多症、顆粒
性白血球過少症與腎功能不全等的內臟損害，需永久停用Nevirapine。

肝臟反應
嚴重或危及生命的肝臟毒性，包括致死的猛爆型肝炎曾經發生於以Nevirapine治療的病人。治療期的前18週是關
鍵期，必須給與密切的監測。在治療期的最初6週內，發生肝臟副作用的危險性最高。
在治療初期之後，肝臟方面的危險性仍存在，所以在整個治療期間都應經常做定期的監測。必須告知病人
Nevirapine 的主要毒性為肝臟方面的副作用。
當發生肝炎的徵候及症狀時，必須告知病人停用Nevirapine，並立即尋求醫療評估（必須包括肝功能檢測）。接
受N Nevirapine 治療而出現皮膚及/或肝臟反應的病人中，罕見的病例會出現橫紋肌溶解症的情形。
以重複劑量之Nevirapine 使用於未被核准的適應症：未感染HIV 健康人之事後預防(post-exposure- prophylaxis)，曾
發生嚴重的肝臟毒性，包括肝臟衰竭而需移植，因此極不建議使用。
病人的ASAT 或ALAT 數值為正常上限值之2.5 倍以上和(或)之前曾有慢性B及/或C型肝炎感染會使病人在以反轉
錄病毒療法(包括Nevirapine )治療期間發生肝臟不良反應的機率增高。
女性患者及CD4 數值較高者發生肝臟副作用的危險性較高。
使用Nevirapine時，女性發生有症狀的肝臟不良反應事件（通常與皮疹相關聯）的危險性比男性高三倍（5.8%對
2.2%），而在開始Nevirapine治療時CD4 數值較高者，發生有症狀的肝臟不良反應事件的危險性也較高。有一回
溯性報告指出，女性CD4 數值>250 cells/mm3 相較於女性CD4 數值<250 cells/mm3 者，其發生有症狀的肝臟不良
反應事件的危險性高12 倍（11.0%對0.9%）。而男性CD4 數值>400cells/mm3 相較於男性CD4 數值<400 cells/mm3
者，也觀察到有較高的危險性（6.3%對1.2 %）。
肝臟監測
使用Nevirapine曾有肝功能測試不正常的報告。某些在治療開始的數星期內發生，出現無症狀的肝酵素升高並不
需要禁用NEVIRAPINE ，無症狀的GGT 上升也不需要停止使用NEVIRAPINE 。
在治療期的最初18週，強烈建議依據病人之臨床需求，定期監測肝功能，在NEVIRAPINE 治療期間需持續做臨
床及實驗室之監測，病人及醫師需特別小心某些肝炎發生之前驅徵兆或肝炎的發生，如：厭食、噁心、黃疸、膽
紅質尿症、無膽汁之糞便、肝腫大或肝觸痛。必須告知病人若發生上述症狀，需就醫治療。
在治療前或治療期間病人之ASAT 或ALAT 值為ULN 的2.5 倍以上，則需增加肝功能檢測的次數。NEVIRAPINE
不應使用於治療前ASAT 或ALAT 值大於正常上限值(ULN)五倍的病人，當其baseline ASA/ALAT 值穏定小於正常
上限值(ULN)五倍後，才可使用本藥。
在治療期間若ASAT 或ALAT 增加至ULN 的5倍以上，需立刻停用Nevirapine，若ASAT 或ALAT 回復至基準值
(baseline value)，且沒有臨床、肝炎及其他症狀，且無發現器官功能不全，則可視臨床需要及判斷，依病人之個
別情況，再次投與Nevirapine。當再次投與NEVIRAPINE 時，在臨床及檢驗方面應採取更嚴格的警戒，開始的劑
量為200 mg/day，14 天後劑量增為400 mg/day。若再度出現肝功能異常，需永久停用Nevirapine。
若發生肝炎的臨床症狀，如：厭食、噁心、嘔吐、黃疸及實驗數據發現[如中度或重度肝功能檢測異常(不包括
GGT)]，需永久停用Nevirapine，因Nevirapine 造成肝炎而需永久停止用藥的病人不可再給與NEVIRAPINE 。
其他注意事項
有報告指出當Nevirapine與其他的抗反轉錄病毒藥物合併使用時會發生胰臟炎、周邊神經病變與血小板減少症。
而這些反應通常在使用抗反轉錄病毒藥物時就會發生，所以當NEVIRAPINE 與其他藥物併用時，也可能發生這
些反應，但這些反應不太可能是由Nevirapine 所引起的。
病患在服用Nevirapine或使用任何其他抗反轉錄病毒之治療時，可能會持續發生伺機性感染和其他因HIV 感染產
生的併發症。因此應由有治療愛滋病經驗的醫師持續臨床上的監測。尚未證實以Nevirapine治療可減少HIV-1 水平
傳染給其他人的機率。

目前已證實孕婦單獨使用Nevirapine，未合併使用其他抗病毒的藥物，可預防HIV-1 垂直傳染給新生兒，但仍建議
母親在分娩前需合併其他抗病毒藥物及延長治療時間，以減少HIV-1 傳染給新生兒之機率。
為預防母子垂直感染HIV-1 而曾接受單一藥物Nevirapine 之單一劑量治療的婦女和嬰兒，為了自身的健康而接受
Nevirapine合併其他抗反轉錄病毒藥物的治療，其療效可能會降低(請參考”特別注意及預防”)。
Nevirapine 主要是經由肝臟代謝，Nevirapine 之代謝物大部分經由腎臟排除，藥物動力學的研究結果建議中度肝
功能不全(Child-Pugh Class B)的病人使用Nevirapine時須特別注意。Nevirapine不建議用於嚴重肝功能不全(ChildPughClass C)之病人。
需要透析之腎功能不全病人，在每次透析後，多服用200 mg 的Nevirapine 將可減少透析對Nevirapine廓清的影
響，CLcr ≥ 20 ml/min 的病人不需調整Nevirapine的劑量(請參考成人之藥動學)。
服用NEVIRAPINE 的婦女，不應把DMPA 以外的節育荷爾蒙方式作為單一的避孕方法，因為Nevirapine 可能會
降低這些藥物的血中濃度（參見’’藥物交互作用’’）。所以，在接受NEVIRAPINE 治療期間又使用停經期後的荷
爾蒙療法時，應監測荷爾蒙療法的療效。
免疫再活化症候群（Immune Reactivation Syndrome）
對於嚴重免疫缺乏的HIV 感染病人，開始抗反轉錄病毒合併療法時，可能對原本不會引起症狀的病原或殘留的伺
機性感染病原產生發炎反應，並引起嚴重的臨床狀況或使原本症狀惡化。通常這些反應發生在抗反轉錄病毒合併
療法開始後的前幾週或數月內。相關的例子如巨細胞病毒視網膜炎（cytomegalovirus retinitis）、 全身性及/或局
部分支桿菌感染（mycobacterial infections）及卡氏肺囊蟲肺炎（Pneumocystiscarinii pneumonia）。任何發炎症狀
都必須評估，需要時並給予治療。對同時使用其他藥物之警告(詳細內容請參考’’藥物交互作用’’)
NEVIRAPINE 會改變其他藥物在血漿的呈現(plasma exposure)，而其他藥物也會改變NEVIRAPINE 在血漿的呈
現(plasma exposure)。
不建議NEVIRAPINE 和下列藥物併用：
Efavirenz, rifampicin, ketoconazole；ritonavir (併用低劑量的ritonavir 除外)；fosamprenavir, sequinavir, atazanavir。
每日最大推薦劑量之Nevirapine 錠含有乳糖(lactose) 636mg。罹患罕見之半乳糖不耐症(galactose intolerance)遺傳
性疾病者﹝如半乳糖血症(galactose intolearnce)、Lapp lactase deficiency、葡萄糖-半乳糖吸收不良﹞，禁用本藥。
每日最大推薦劑量之Nevirapine 內服懸液含有蔗糖6 公克。罹患罕見之果糖不耐症(fructose intolerance)、葡萄糖半乳糖吸收不良、蔗糖酶-異麥芽糖酶缺乏症(sucrase-isomaltase insufficiency)等遺傳性疾病者，禁用本藥。
每日最大推薦劑量之Nevirapine 內服懸液含有山梨醇（sorbitol）6.5 公克。罹患罕見之果糖不耐症遺傳性疾病者，
禁用本藥。
藥物交互作用(依文獻記載)
Nevirapine已證實為肝臟cytochrome P450 代謝酶(CYP3A, CYP2B)的誘導劑，若同時服用其他主要由CYP3A 或
CYP2B 代謝的藥品，可能降低這些藥品的血中濃度(見藥物動力學)。因此，若病人已使用固定劑量之經由CYP3A
或CYP2B 代謝的藥品而達到穩定治療，如開始使用NEVIRAPINE 時，可能需調整劑量。
Nevirapine 的吸收不受食物、制酸劑或其他含鹼性緩衝劑之藥品的影響。交互作用之數據大部份是以變動之百分
率(percent changes)﹝幾何平均數(geometricmean)﹞呈現，其預測區間(prediction interval，PI)為95%( 95% PI)。

藥物
依治療類別分類
抗感染藥物
抗反轉錄病毒藥物

交互作用

併用之建議

核苷反轉錄酶抑制劑(NRTIs)
Didanosine 100-150mg BID
(NVP 200 mg QD x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Lamivudine 150mg BID
(NVP 200mg BID)

Didanosine AUC ↔
Didanosine Cmax ↔
Didanosine Cmin §

當 nevirapine 與didanosine併用時，不須

不會改變 lamivudine 之擬似清

當 nevirapine 與lamivudine 併用時，不須

除率(apparentclearance)及分布

調整劑量。

調整劑量。

體積，Nevirapine 對
lamivudine的清除不具誘導作
Stavudine:
30/40mg BI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用。
Stavudine AUC ↔
Stavudine Cmax ↔
Stavudine Cmin §

當 nevirapine 與 stavudine 併用時，不須
調整劑量。

Nevirapine: 與以往的控制研究
數據相較，濃度未改變。
Tenofovir
(NVP 200 mg QD)

Tenofovir 的濃度維持不變。

當 nevirapine 與tenofovir併用時，不須調

Tenofovir 不影響NVP的濃

整劑量。

Zalcitabine 0.125-0.25 mg TI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Zidovudine 100-200 mg TI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度。
Zalcitabine AUC ↔
Zalcitabine Cmax ↔
Zalcitabine Cmin §
Zidovudine AUC ↓24 (↓69 to
↑83)
Zidovudine Cmax ↓26 (↓84 to
↑254)

當 nevirapine 與zalcitabine 併用時，不須
調整劑量。
當 nevirapine 與zidovudine 併用時，不須
調整劑量。

配對的數據(paired data)顯示
zidovudine不影響Nevirapine之
藥動學。
非核苷反轉錄酶抑制劑(NNRTIs)
Efavirenz 600 mg Q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400 mg
QD x 14 days)

Efavirenz AUC ↓28 (↓34 to
↓14)a
Efavirenz Cmax ↓12 (↓23 to
↑1)a
Efavirenz Cmin ↓32 (↓35 to
↓19)a

由於efavirenz 和 nevirapine 併用可能導致
較高的副作用危險性(請參考’’特別注意事
項’’)，故不建議併用。而且此併用不會改
善單獨使用一種NNRTI 的療效。體外試
驗顯示 nevirapine 與efavirenz 併用具強的
拮抗抗HIV-1 活性(請參考’’性質’’)。

蛋白酶抑制劑(PIs)
Atazanavir/ritonavir 300/100 mg QD
400/100mg QD
(NVP 200 mg BID)

Atazanavir 300/100mg:
Atazanavir AUC ↓42 (↓52 to
↓29)a
Atazanavir Cmax ↓28 (↓40 to
↓14)a
Atazanavir Cmin ↓72 (↓80 to
↓60) a
Atazanavir 400/100mg:
Atazanavir AUC ↓19 (↓35
to↑2) )a
Atazanavir Cmax ↔
Atazanavir Cmin ↓59 (↓73 to
↓40)a (與 300/100mg 未併用

與 nevirapine 併用時，atazanavir 的劑量
應為400mg 並合併低劑量的
ritonavir 100mg。

NVP 的比較)

Darunavir/ritonavir 400/100 mg bid
(NVP 200mg bid)

Nevirapine AUC ↑25 (↑17 to
↑34)a
Nevirapine Cmax ↑17 (↑9
to↑25)a
Nevirapine Cmin ↑32 (↑22 to
↑43)a
Darunavir AUC ↔
Darunavir Cmin ↔
Nevirapine AUC ↑27
Nevirapine Cmin ↑47

Darunavir/ritonavir 會抑制CYP3A4，因而
會增加Nevirapine 的血漿濃度。
由於此差異不具臨床相關性，故
darunavir 與ritonavir100 mg 合用可以和
nevirapine 併用，而且不須調整劑量。

Fosamprenavir 1400 mg BID
(NVP 200 mg BID)

Amprenavir AUC ↓33 (↓45 to
↓20)a
Amprenavir Cmax ↓25 (↓37 to
↓11)a
Amprenavir Cmin ↓35 (↓51 to
↓15)a

若fosamprenavir 未與ritonavir 合用，則
nevirapine 不應和fosamprenavir 併用 (請
參考’’特別注意事項’’)。

Nevirapine AUC : ↑29 (↑19 to
↑40)a
Nevirapine Cmax : ↑25 (↑14 to
↑37)a
Nevirapine Cmin : ↑34 (↑21 to
↑49)a
Fosamprenavir/ritonavir 700/100 mg
BID (NVP 200 mg BID)

Amprenavir AUC: 改變不具意

當 nevirapine 和每天兩次，每次700/100

義。

mg 的fosamprenavir/ritonavir

Amprenavir Cmax 改變不具意

併用時，不須調整劑量。

義。
Amprenavir Cmin ↓19 (↓32 to
↓5)a

Indinavir 800 mg q8h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Nevirapine AUC ↑14 (↑5 to
↑24)a
Nevirapine Cmax ↑13 (↑3 to
↑24)a
Nevirapine Cmin ↑22 (↑10 to
↑35)a
Indinavir AUC ↓31 (↓64 to ↑30)
Indinavir Cmax ↓15 (↓53 to
↑55)
Indinavir Cmin ↓44 (↓77 to ↑39)
Nevirapine 之血漿濃度未被發
現具臨床關聯的變化。

關於 nevirapine 和indinavir 併用的潛在影
響，尚無肯定的臨床結論。當indinavir 和
nevirapine 200 mg BID併用時，應考慮將
indinavir 的劑量增加至1000 mg q8h;然
而，目前
尚無資料建立indinavir 1000 mg q8h 併用
nevirapine 200 mg BID的短期或長期抗病
毒活性與ndinavir 800 mg q8h併用
nevirapine 200 mg BID 有差異。目前，
indinavir 通常和RTV

併用。關於NEVIRAPINE 和
indinavir/ritonavir 之交互作用的臨床資料
很有限。
Lopinavir/ritonavir 400/100 mg BID
(NVP 200 mg BID)

在HIV陽性的成年人:
Lopinavir AUC ↓27
Lopinavir Cmax ↓19
Lopinavir Cmin ↓46

雖然此觀察的臨床關聯尚未被完整地建
立，當和 nevirapine 併用時，建議
lopinavir/ritonavir 的劑量增至533/133 mg
(4顆膠囊)，每天兩次，與食物併服。

2

Lopinavir/ritonavir 300/75 mg/m BID
(NVP 7 mg/kg or 4 mg/kg QD x 2
weeks; BID x 1 week)

小兒病人:

在小兒病人，當和NEVIRAPINE 併用

一個藥動學研究的結果與在成

時，應考慮將lopinavir/ritonavir

年人的發現是一致的：

的劑量增至300/75 mg/m2 每天兩次，與食

Lopinavir AUC ↓22 (↓44 to ↑9)
Lopinavir Cmax ↓14 (↓36 to
↑16)a
Lopinavir Cmin ↓55 (↓75 to
↓18)a
Nelfinavir 750 mg TI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a

物併服，疑似對lopinavir/ritonavir 之感受
性降低的病人尤應如此。

Nelfinavir: 加上Nevirapine後，

當 nevirapine 和nelfinavir 併用時，不須

藥動學的參數未出現具臨床關

調整劑量。

聯的變化。
總暴露(total exposure)之
nelfinavir 加上 AG1402代謝物:
AUC ↓20 (↓72 to ↑128)
Cmax ↓12 (↓61 to ↑100)
Cmin ↓35 in (↓90 to ↑316)
Nevirapine: 與以往的控制研究
數據相較，濃度未改變。
Ritonavir 600 mg BI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Saquinavir 600 mg TI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21 days)

Saquinavir/ritonavir

此併用對ritonavir 或Nevirapine

當 nevirapine 和ritonavir 併用時，不須調

的血漿濃度，未造成具臨床關

整劑量。

聯的變化。
Ritonavir AUC↔
Ritonavir Cmax ↔
Ritonavir Cmin ↔
Saquinavir AUC ↓38 (↓47 to
↓11)a
Saquinavir Cmax ↓32 (↓44 to
↓6)a
Saquinavir Cmin §

除非與ritonavir 併用，否則 NEVIRAPINE

saquinavir 軟膠囊和ritonavir 併

Saquinavir 和ritonavir 併用，且合併使用

用的數據有限，這些數據未能

nevirapine 時，不須調整劑量。

不應和saquinavir 併用 (請參考’’特別注意
事項’’)。

顯示saquinavir 軟膠囊和
ritonavir 併用且合併使用
Nevirapine，有任何具臨床
關聯的交互作用。
Tipranavir/ritonavir 500/200 mg BID
(NVP 200mg BID)

尚未進行特定的藥物與藥物間

Tipranavir 和ritonavir 併用，且合併使用

之交互作用的研究。從一個對

nevirapine 時，不須調整劑量。

感染HIV 病人之phase IIa 研究

的有限資料顯示，TPV Cmin
降低20%，此不具臨床意義。
Tipranavir 和低劑量ritonavir
併用，且合併使用
Nevirapine，不會出現具臨床
意義的交互作用。
Entry Inhibitors
Enfuvirtide

Maraviroc 300 mg Single Dose
(Nevirapine 200 mg BID)

Enfuvirtide和藉由CYP450酶代

由於 enfuvirtide 之代謝途徑，故預期無交

謝的藥品之間，不具臨床意義

互作用。所以當NEVIRAPINE 和

之藥動學交互作用。
Maraviroc AUC ↔
Maraviroc Cmax ↑

enfuvirtide 併用時，不須調整劑量。

與以往的控制研究數據相較。
未測量Nevirapine的濃度，預

與以往的控制研究數據相較，建議當
maraviroc 300 mg 每天兩次和 nevirapine
併用時，不須調整劑量。

期應無影響。
Integrase Inhibitors
Raltegravir

尚無臨床資料。

由於raltegravir 之代謝途徑，故預期無交
互作用。所以當NEVIRAPINE 和
raltegravir 併用時，不須調整劑量。

抗生素(Antibiotics)
Clarithromycin 500 mg BI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Clarithromycin AUC ↓31 (↓57
to ↑9)
Clarithromycin Cmin ↓56 (↓92
to ↑126)
代謝物 14-OH
clarithromycin AUC ↑42 (↓41 to
↑242)
代謝物 14-OH
clarithromycin Cmax ↑47 (↓39
to ↑255)

當 nevirapine 和clarithromycin 併用時，
二者皆不須調整劑量。然而，建議應密切
監視肝功能是否異常。不過，治療禽型分
枝桿菌感染
(mycobacterium avium-intracellulare
complex)的病人時，由於clarithromycin 之
有效代謝物對此情況無效，應考慮替代的
治療。

Nevirapine AUC ↑26
Nevirapine Cmax ↑24
Nevirapine Cmin ↑28
Rifabutin 150 or 300 mg Q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

與以往的控制研究數據相較。
Rifabutin AUC ↑17 (↓53 to
↑191)
Rifabutin Cmax ↑28 (↓44 to
↑195)
代謝物
25-O-desacetylrifabutin AUC
↑24% (↓83 to ↑787)
代謝物
25-O-desacetylrifabutin Cmax
↑29% (↓67 to ↑400)
曾報告與以往的藥動學數據相
較，Nevirapine之擬似清除率

當NEVIRAPINE 和rifabutin 併用時，不
須調整劑量。
由於個人間的差異性大，有些病人可能會
暴露在大幅增加的rifabutin 濃
度中，因而使其處於較高之rifabutin 毒性
的危險。所以，併用此二藥時應小心。

(apparent clearance)的增加(9%)
不具臨床關聯。
Rifampicin 600 mg Q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Rifampicin Cmax 及 AUC: 改

nevirapine 不應和rifampicin 併用。有關

變不具意義。

nevirapine 與rifampicin 併用時，調整

Nevirapine AUC ↓58
Nevirapine Cmax ↓50
Nevirapine Cmin ↓68
與以往的控制研究數據相較。

nevirapine 之劑量的臨床數據有限(請參
考’’特別注意事項’’)。當醫師須為合併感
染肺結核的病人採用含有NEVIRAPINE
的療法時，可考慮以rifabutin 代替
rifampicin。

抗黴菌藥(Antifungals)
Fluconazole 200 mg Q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Fluconazole AUC ↔
Fluconazole Cmax ↔
Fluconazole Cmin ↔
Nevirapine exposure:

由於 nevirapine 之暴露(exposure)增加的危
險性，併用這些藥物時應小心，並應密切
監視病人的情況。

↑100%與以往單獨使用
Itraconazole 200 mg QD
(NVP 200 mg QD)

Nevirapine 的數據相較。
Itraconazole AUC ↓61
Itraconazole Cmax ↓38
Itraconazole Cmin ↓87

當併用此二藥時，應考慮調整itraconazole
之劑量。

Nevirapine 之藥動學參數
Ketoconazole 400 mg QD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無具意義的差異。
Ketoconazole AUC ↓72 (↓95 to
↑101)
Ketoconazole Cmax ↓44 (↓86 to
↑158)

Ketoconazole 不應和 nevirapine 併用(請參
考’’特別注意事項’’)。

Nevirapine 血漿濃度:
↑15-28% 與以往的控制研究數
據相
較。
制酸劑(ANTACIDES)
Cimetidine

Nevirapine Cmin ↑ 7

根據有限的資料，建議當Cimetidine 和
nevirapine 併用時，不須調整劑量。

抗血栓藥物(ANTITHROMBOTICS)
Warfarin

Nevirapine 和抗血栓藥物

在併用的第一週或停用 nevirapine 時，

warfarin 之間的交互作用複

交互作用的淨效應可能改變，故須密切監

雜，二者併用時可能會增加或

測抗凝血的濃度。

縮短血液凝固時間。
避孕藥(CONTRACEPTIVES)
Depo-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DMPA) 150 mg every 3 months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Ethinyl estradiol (EE) 0.035 mg

DMPA AUC ↔
DMPA Cmax ↔
DMPA Cmin ↔
Nevirapine AUC ↑20
Nevirapine Cmax ↑20
EE AUC ↓20 (↓57 to ↑52)

當DMPA 和 nevirapine 併用時，不須調
整劑量。與 nevirapine 的併用，未改變
DMPA 之抑制排卵作用。
正接受 nevirapine 治療的婦女，不應以口

and
Norethindrone (NET)
1.0 mg (single dose)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x 14 days)
藥物濫用(DRUG ABUSE)
Methadone Individual Patient Dosing
(NVP 200 mg QD x 14 days; 200 mg
BID ≥ 7 days)

EE Cmax ↔
EE Cmin §

服荷爾蒙避孕藥做為唯一的避孕方式(請

NET AUC ↓19 (↓50 to ↑30)
NET Cmax ↓16 (↓49 to ↑37)
NET Cmin §

效方面，除了DMPA 以外，其他的荷爾

參考’’特別注意事項’’)。關於安全性及療
蒙避孕藥(口服或其他型式)和 nevirapine
併用，尚未被建立適當的劑量。

Methadone AUC ↓65 (↓82 to
↓32)
Methadone Cmax ↓50 (↓67 to
↓25)

曾報告併用 nevirapine 和methadone 治療
的病人出現成癮藥物之戒斷徵候群。持續
接受Methadone 的病人於開始
NEVIRAPINE 時，應監測是否出現戒斷
之現象，且應據此調整methadone 劑量。

草本植物產品(HERBAL PRODUCTS)
聖約翰草 (St John's Wort)

與聖約翰草﹝St John’s wort

含有聖約翰草(St John’s wort)之草本植物

(Hypericum perforatum)﹞之草本

製劑不應和 nevirapine 併用。如病人已使

植物製劑併用，會降低

用聖約翰草，應檢測Nevirapine 之濃度，

Nevirapine 的血漿濃度。此係

如可能，還要測量病毒之濃度，並停用聖

因聖約翰草會誘導與藥物代謝

約翰草。停用聖約翰草可能會使

有關的酵素及/或運輸蛋白

Nevirapine 之濃度上升。 nevirapine 的劑

質。

量可能須要調整。停止聖約翰草的治療
後，此誘導效應可能持續至少二週(參考”
禁忌”)。

§ = Cmin 低於檢驗可測得之濃度
↑ =增加, ↓ = 降低, ↔ = 無影響
a 該數據為90%預測區間(90% PI)的幾何平均數
其他資料：在使用人類肝臟微粒所做的體外研究中顯示Nevirapine 之羥化代謝物的形成並不受dapsone、
rifabutin、rifampin 和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影響。已知ketoconazole 和erythromycin 會抑制Nevirapine 羥化
代謝物的形成，但尚未有臨床試驗證實。
應當注意當其他以CYP3A 或CYP2B6 代謝的化合物與nevirapine併用時，該化合物的血中濃度可能會降低。
研究顯示同時存有Nevirapine 時，methadone 穩定狀態時的最高血中濃度會減少42%，而methadone 曝觸程度
（AUC）則降低60%。
曾有病患併用Nevirapine 與methadone 時發生成癮戒斷症狀。持續使用methadone的病患開始使用nevirapine 時，
需要監測其是否出現戒斷症狀，且必須調整methadone 的劑量。
懷孕與授乳
根據合理的數據資料(依據2007 年7 月31 日抗反轉錄病毒藥物之懷孕婦女登錄，其中584 位懷孕第一期、1044 位
懷孕第二期或第三期的婦女接受本藥治療)，未觀察到本藥有致畸性、胎兒毒性或新生兒毒性。
為治療的需要，可考慮以nevirapine為懷孕婦女治療。在懷孕大鼠與兔子的生殖研究中，未觀察到有致畸性的情況
發生。以AUC 為參考，對大鼠投與比人類建議劑量多50%以上的劑量時，觀察到胎兒的體重明顯減輕，對大鼠或
兔子母體及成長中的胎兒不產生明顯作用之劑量所產生的全身暴露(以AUC 表示)，與在臨床上建議每日人體使用
劑量比較，分別相當或高於50%。對於感染HIV-1 的懷孕婦女目前尚未有適當且設計完善的研究。

美國的抗反轉錄病毒藥物之懷孕婦女登錄是從1989 年一月起展開對懷孕婦女的調查，其結果認為沒有與
Nevirapine有關之生育缺陷。雖然迄今此登錄的人數不足以偵測對相當罕見之缺陷是否會增加發生率的危險性，
但就Nevirapine而言，已有足夠人數的懷孕第一期婦女接受其治療，並已偵測出整體的生育缺陷危險性至少增加
兩倍。在為病人諮商時，這些發現應能提供某些參考。
當母體陣痛時口服NEVIRAPINE 200mg，且新生兒出生後72 小時內口服一2mg/kg之劑量，已證實對於母子垂直
感染HIV-1 是安全且有效的(請參考“性質＂)。
懷孕婦女：感染HIV-1 之婦女在分娩時，口服Nevirapine 200 mg 後，由於生理上的壓力(在PACTG250[n=17]及
HIVNET006[n=21]研究)，半衰期會延長(60-70 小時)且清除率變異性很大(2.1±1.5 L/hr)。NEVIRAPINE 可快速通
過胎盤，母親口服200mg 之劑量後，在臍帶的濃度超過100 ng/ml，臍帶的濃度與母體之血中濃度比為0.84

±0.19(n=36，範圍為0.37-1.22)
新生兒：感染HIV-1 之婦女分娩期間口服NEVIRAPINE 200 mg 單一劑量，其新生兒出生後72 小時之內口服
NEVIRAPINE 懸液劑2 mg /kg ，新生兒Nevirapine 之平均半衰期會增加至47 小時(n=36)。在出生一週內，血漿中
濃度會維持超過100 ng/ml (在PACTG250[n=17]及HIVENT006[n=19]之研究)。
授乳婦女：為避免嬰兒出生後感染的危險，一般建議感染HIV 的婦女不應餵食母乳。在二個藥動學研究中(ACTG
250 及HIVENT 006 研究)顯示Nevirapine 可快速地通過胎盤且可在乳汁中發現。在ACTG 250 研究中，以10 位感
染HIV-1 之懷孕婦女為對象於分娩前平均5.8 小時給與100 或200 mg，其中三位顯示NEVIRAPINE 可中等分佈至
乳汁中其與母體的血清濃度比為76 %(54-104 %)。HIVENT(n=20)之結果顯示口服單一劑量200 mg NEVIRAPINE
後，乳汁中之濃度為母體血漿濃度60.5%(12-122%)。

副作用
成人：
除了皮膚疹與肝功能數據異常，所有臨床試驗與nevirapine相關之副作用最常見的有噁心、疲勞、發燒、頭痛、嘔
吐、腹瀉、腹痛與肌痛。以nevirapine治療時，有極少病例產生貧血或嗜中性白血球減少。曾有極少數的病人在接
受含NEVIRAPINE 治療組合時，發生關節痛，但此為單獨罕見的個案。
上市後的經驗顯示最嚴重的不良反應為Stevens-Johnson 氏症候群、毒性表皮壞死溶解、嚴重肝炎/肝衰竭以及過敏
反應症候群，其特徵為伴隨全身症狀之發疹，如：發燒、關節痛、肌痛與淋巴腺病，加上內臟損害，如：肝炎、
嗜伊紅血球過多症、顆粒性白血球過少症與腎功能不全。治療期的最初18週為關鍵期，需要給予嚴密的監測(請
參考特別注意及預防)。
皮膚與皮下組織:
Nevirapine最常發生的臨床毒性是嚴重的皮疹。嚴重或危及生命之皮膚反應的發生率約為2%(請參考表一)，包
括：Stevens-Johnson 症候群( SJS)以及少見的毒性表皮壞死溶解 (TEN);這些反應幾乎只發生在治療的最初6週。根
據2861 位病人接受NEVIRAPINE 治療的臨床試驗顯示，SJS 的發生率約為0.3% (9/2861)。皮疹可能是單獨出現或
以過敏症候群呈現，後者為皮疹伴隨全身症狀如發燒、關節痛、肌痛、淋巴腺病加上內臟損害如肝炎、嗜伊紅血
球過多症、顆粒性白血球過少症與腎功能不全。曾發生SJS、TEN 及過敏症候群致死的案例。
表一 含安慰劑對照組之試驗，研究成人以藥物治療52 週後發生皮疹的危險率(%)

NEVIRAPINE 治療組
n=1374
%

安慰劑組
n=1331
%

所有等級之皮疹

24.0

14.9

三級或四級皮疹

1.7

0.2

1. 臨床試驗編號第1090：所有病人都有使用3TC 以及NRTIs 和PIs 之合併處方。
2. 臨床試驗編號第1037、1038 及1046：治療含ZDV 以及ZDV+ddI，某些病人僅接受nevirapine單一治療。
3. 此%是根據Kaplan-Meier probability estimates。
4. 根據NCI 分級系統。
發生的皮疹通常為輕度至中度，皮膚上長出丘疹的紅斑，伴有或無搔癢症狀，發生的部位在軀幹、臉、四肢。也
曾有過敏反應（包括過敏性反應、血管水腫、及蕁麻疹）發生。各種程度之皮疹大部分出現在治療的最初6週
內。
肝膽系統:
最常被觀察到的檢驗值異常是肝功能檢驗(LFTs)數值升高，包括ALAT、ASAT、GGT、總膽紅素、鹼性磷酸酶
等。最常發現無症狀的GGT 升高。曾有黃疸的案例報告。病患接受nevirapine治療時曾發生肝炎、嚴重及危及生
命的肝毒性，包括會致死的猛爆型肝炎。臨床試驗顯示，使用nevirapine 一年的病人發生嚴重肝副作用的比例約
是安慰劑組的二倍。病人之ASAT 或ALAT 值升高和/或已感染B型和/或感染C 型肝炎病人，無論是nevirapine 組
或對照組，發生肝臟副作用的危險性皆較高。B型和/或C型肝炎陰性之患者接受nevirapine治療一年，發生肝臟不
良反應的機率低於2 %。
治療的最初18週關鍵期，需嚴密的監測。在治療的最初6週，發生肝臟反應的危險性最高，但此時期過後仍可能
發生之，所以在整個治療期間內，每隔一段時間都應經常給予監測(參見’’特別注意及預防’’)。
臨床性肝炎可能單獨發生或伴隨皮疹及/或其他的全身症狀。
肝功能檢驗監測請參考’’特別注意及預防’’。
孩童：
曾以 361 位從三天到19 歲感染HIV 的孩童為對象做安全性評估。在兩個研究中，病人主要接受nevirapine治療再
合併使用ZDV 或ddI，或ZDV + ddI。在一個開放式試驗BI882 (ACTG 180)中，收納37 位病人，平均觀察週期為
33.9 個月(從6.8個月到5.3 年，包括BI 892 所長期追蹤的病人)。在一個以安慰劑作為對照組的雙盲試驗(ACTG245)
中，平均年齡7 歲的305 位病人(從10 個月到19 歲)接受療程至少為48 週的nevirapine合併療法，起初的兩星期投與
每天一次120 mg/m2 的劑量，之後給予每天兩次每次120 mg/m2 的劑量。最常發生的不良反應與成人相似，但顆粒
性白血球過少症在孩童比成人更常發生。在這些研究中，有兩個以NEVIRAPINE 治療的病童發生SJS 或SJS 合併
TEN。停止NEVIRAPINE 治療後兩位病童都恢復正常。
於藥品上市後的監視中，發現貧血較常見於孩童。
預防垂直感染：
nevirapine之安全性已被評估於隨機、含對照組、超過950 對母子之臨床試驗中，試驗中在陣痛一開始給與感染
HIV 之孕婦單一劑量200mg（有一個試驗含二種劑量）及在嬰兒出生72 小時之內給與nevirapine懸液劑單一劑量2
mg/kg（有一試驗給與6 mg）。嬰兒使用單一劑量後，仍繼續追蹤6週至18 個月。在這些研究中，nevirapine 組與
對照組發生副作用的比率相似且低。並無孕婦或嬰兒發生nevirapine有關的嚴重皮膚紅疹或肝臟副作用。
綜合以上所述，nevirapine治療的副作用包括：
-皮疹(包括嚴重及致命性皮膚反應，包括：SJS/TEN 致死之案例)
-以皮疹為特徵之過敏症候群，伴隨全身性症狀如：發燒、關節痛、肌肉痛及淋巴腺病及加上一項或多項下述症
狀：肝炎、嗜伊紅血球過多症、顆粒性白血球過少症、腎功能不全或損及其他內臟。
-肝功能指數異常(ASAT，ALAT，GGT，總膽紅素，鹼性磷酸酶)

-黃疸
-肝炎(包括嚴重及致命性肝毒性及致死性猛暴性肝炎)
-噁心
-倦怠
-發燒
-頭痛
-嘔吐
-腹瀉
-腹痛
-肌肉痛
-關節痛
-顆粒性白血球缺乏
-過敏反應(過敏性反應、血管水腫、蕁麻疹)
-貧血
影響開車或操作機器的能力
沒有特定的研究對影響開車或操作機器的能力做討論。
過量
目前尚未有nevirapine過量的解毒劑，曾有報告過每天使用800 - 6000 mg 超過15 天產生過量的情況。過量時病人
會有水腫、結節性紅斑、倦怠、發燒、頭痛、失眠、噁心、肺部浸潤、皮膚疹、眩暈、嘔吐、轉胺酶上升和體重
減輕。停藥後都可恢復。
毒物學
致癌性試驗發現Nevirapine 會增加老鼠(劑量達750 mg/kg/day)與大鼠(劑量為35mg/kg/day)產生肝腫瘤的可能性，
這些發現可能與Nevirapine 為強力的肝臟酶誘導劑有關，而不是由基因毒性作用所引起。
在基因毒性的分析中，經由口服投與後，一系列體內及體外試驗包括基因突變的微生物(沙門氏菌及大腸桿菌)分
析，哺乳動物細胞基因突變分析(CHO/HGPRT)，使用中國田鼠卵巢細胞和小白鼠的骨髓核仁的細胞基因分析，
Nevirapine 並未證實有導致基因突變或分裂的能力。在生殖毒性研究方面，當全身性投與相當於人類臨床建議劑
量，以AUC 作基準時證實會造成雌性大鼠降低生殖力。
包裝
2-60 錠HDPE 塑膠瓶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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