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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
AdimJE-V
衛部菌疫製字第000140號
本藥限由醫師使用
1.【商品名】
AdimJE-V 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
注射用懸液劑
2.【組成】
主成份：每0.5ml含有日本腦炎病毒株SA14-14-2 (不活化)1,2 6抗原單位3，對應之效價為≤460奈克半數有效量(ED50)。
1自Vero細胞製備
2吸附於水合氫氧化鋁（相當於0.25毫克的三價鋁）
3抗原含量
此疫苗含有氫氧化鋁作為佐劑。
其它賦形劑成分包括：氯化鈉，磷酸二氫鉀，磷酸氫二鈉，注射用水。(請見6.1)
3.【劑型】
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為注射用懸浮液，使用預先充填之注射筒包裝（0.5 mL/支、0.25 mL/支）。
本疫苗外觀為帶有白色沉澱的澄明液體。
4.【臨床特性】
4.1【適應症】
預防日本腦炎。適用於2個月以上嬰幼兒及成人。
4.2【使用方法與劑量】
採肌肉注射，一般於上臂肌肉(三角肌)接受注射。嬰兒則注射於大腿前外側。本品絕對不能注射到血管中。
基礎免疫：
2個月以上未滿3歲幼兒，接種兩次，每次0.25 mL，間隔28日。
3歲以上未滿18歲兒童或青少年與18歲以上成人，接種兩次，每次0.5 mL，間隔28日。
追加免疫：
18歲以上成人：建議完成基礎免疫後6個月，再行追加免疫0.5mL一次。
2個月以上未滿18歲幼兒、兒童或青少年：建議完成基礎免疫後1年，再行追加免疫0.5mL一次。但未滿3歲之幼兒，
每次0.25 mL。(目前臨床試驗資料僅支持兒童追加接種後，免疫力可維持至少2年。)
4.3【禁忌】
對疫苗中任何活性成份或任何賦形劑或殘留物（例如硫酸魚精蛋白(protamine sulphate)、甲醛、牛血清白蛋白、宿
主細胞DNA、偏亞硫酸氫鈉(sodium metabisulphite)、宿主細胞蛋白）過敏者或先前於接種本疫苗之後出現過敏現象
者，應避免施打。
有急性嚴重發熱症狀者應延後施打。
4.4【特殊警語】
如同所有注射型疫苗，應準備好適當的醫療措施及監督以防施打疫苗後出現的嚴重過敏反應。
本疫苗不可注射至血管內。
如同其他疫苗，接種本疫苗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均能達到保護作用。
本疫苗無法預防其他微生物引起的腦炎。
如同其他肌肉注射藥劑，本疫苗不可採肌肉注射方式施打於血小板減少症、血友病、或其他出血異常之患者(請見
4.2)。成人完成第一劑肌肉注射後10天血清轉換率只有29.4%，完成第二劑肌肉注射後一週血清轉換率達97.3%。因
此應於完成基礎免疫至少一週後，才可暴露於潛在具有日本腦炎病毒的環境。
完成第二劑接種後才可確保有對抗日本腦炎的保護力。
4.5【交互作用】
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疫苗與不活化A型肝炎疫苗的併用已經在臨床試驗做過評估，針對日本腦炎病毒和不活化A型
肝炎病毒疫苗的免疫反應並沒有干擾情形。(請見5.1)
相較於僅接種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或不活化A型肝炎疫苗任單一疫苗的情形，同時接種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和不活
化A型肝炎疫苗的受試者，其整體安全性無顯著差異。
對接受免疫抑制療法之患者或免疫功能缺損之患者，可能無法產生足夠的免疫反應。
小兒族群：
本疫苗未曾在兒童或青少年執行任何交互作用研究。
4.6【懷孕及授乳】
懷孕：
目前有關懷孕婦女使用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的評估資料有限。
動物研究已有臨床關聯性不明之發現(請見5.3)。
作為預防措施，懷孕婦女應避免使用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
哺乳：
目前仍不清楚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是否會分泌到乳汁。
由於哺乳期婦女局部注射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後，疫苗成分不會進入身體其他部位，預期對於接受母乳哺餵的新生兒
/嬰幼兒應無影響。然而在欠缺相關資料的情況下，作為預防措施，哺乳期間婦女應避免使用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
生殖：
在一項大鼠研究中，並未發現本疫苗對於雌性生殖、胎兒體重、子代存活和發育等有疫苗相關之影響。
4.7【駕駛或操作機械影響】
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對駕駛和操作機器的能力並無影響或其影響可忽略不計。
4.8【不良反應】
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已經在4,248名健康成人(來自非疫區)、和1,371名兒童及青少年(主要來自疫區)的對照和非對照
臨床試驗做過評估。接種疫苗者約有40%會發生全身性不良反應，約有54%有接種部位的反應。它們通常在疫苗接
種後的3天內出現，大部分嚴重程度為輕微，並在之後的幾天內消失。相較於接種第一劑的情形，成人接種第二劑
或後續追加免疫後發生不良反應的頻次並不會增加。成人最常見的不良反應包括：頭痛(20%)、肌痛(13%)、接種部
位疼痛(33%)、接種部位觸痛(33%)和疲勞(12.9%)。
兒童和青少年最常見的不良反應包括：發燒、腹瀉、類流感症狀、煩躁易怒、和接種部位疼痛。(請見表格一)
不良反應發生頻率的定義如下：
很常見 10位中超過1位以上發生
常見
100位中有1到10位發生
少見
1,000位中有1到10位發生
罕見
10,000中有1到10位發生
成人和老人族群
血液和淋巴系統的異常
少見: 淋巴結病
罕見: 血小板減少
神經系統的異常
很常見: 頭痛
少見: 偏頭痛, 頭暈
罕見: 感覺異常, 神經炎, 味覺障礙
耳朵和內耳方面的異常
少見: 眩暈
眼睛方面的異常
罕見: 眼瞼水腫
心臟方面的異常
罕見: 心悸, 心搏過速
呼吸道、胸部和縱膈異常
罕見: 呼吸困難
胃腸消化系統的異常
常見: 噁心
少見: 嘔吐, 腹瀉, 腹部疼痛
皮膚和皮下組織異常
少見: 皮疹, 皮膚瘙癢, 多汗
罕見: 蕁麻疹, 紅斑
肌肉骨骼和結締組織方面的異常
很常見: 肌痛
少見: 肌肉骨骼僵硬, 關節痛
罕見: 四肢疼痛
全身性的障礙和接種部位狀況
很常見: 注射部位疼痛, 注射部位觸痛, 疲勞
常見: 類流感症狀, 發燒, 注射部位反應 例如 發紅、產生硬塊、腫脹、皮膚發癢
少見: 畏寒, 倦怠, 乏力
罕見: 週邊性水腫
檢查值異常
少見: 肝臟酵素昇高
小兒族群 (2 個月至未滿18歲)
表格一：嬰幼兒(2個月至未滿3歲)接種一劑0.25 mL和兒童/青少年(3歲至未滿18歲) 接種一劑0.5 mL發生不良反應的
頻率
不良反應的頻率(%)依劑量 / 年齡分
器官系統分類(System Organ Class)
0.25 ml
0.5 ml
N=771
N=540
首選詞(Preferred term)
2 個月至未滿 3 歲
3 歲至未滿 18 歲
血液和淋巴系統的異常
淋巴結病 0.1
0.0
代謝和營養方面的異常
降低食慾 8.2
2.0
神經系統的異常
頭痛 3.0
5.8
呼吸道、胸部和縱膈異常
咳嗽 0.5
0.2
胃腸消化系統的異常
腹瀉 11.8
1.1
嘔吐 7.4
1.9
噁心 4.0
1.3
腹部疼痛 0.1
0.0
皮膚和皮下組織異常
皮疹 6.4
0.9
肌肉骨骼和結締組織異常
肌痛 3.1
3.2
全身性的障礙和接種部位狀況
11.3
發燒 28.9
類流感症狀 11.2
3.0
煩躁易怒 11.0
1.1
疲勞 3.5
2.2
注射部位發紅 9.7
4.1
注射部位疼痛 6.3
12.2
注射部位觸痛 4.2
8.9
注射部位腫脹 3.6
2.6
注射部位產生硬塊 1.0
1.5
注射部位發癢 0.6
1.1
檢查值異常
0.2
肝臟酵素昇高 0.5

嚴重不良反應
有一名12歲男童在接種AdimJE-V第二劑後4個月，發生疑似細菌性腦膜炎併發彌散性血管內凝血而死亡。在7個月
的研究期間內，共有40件的嚴重不良事件。其中23位受試者(1.6%)接種AdimJE-V，1位(1.6%)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
Prevnar與10位(2.5%)接種A型肝炎疫苗HAVRIX。部分受試者發生一件以上嚴重不良事件。
在所有的試驗組別中，熱痙攣是最常見的嚴重不良事件。共有12件熱痙攣案例(其中9件屬於嚴重不良事件)，其中
有8位受試者接種AdimJE-V(占3歲以下幼童的1%)，3位接種A型肝炎疫苗HAVRIX(占3歲以下的1.4%)，1位接種肺
炎鏈球菌疫苗Prevnar(1.6%)。所有的熱痙攣均發生在未滿3歲的兒童。接種AdimJE-V後，熱痙攣的發作時間並無特
定顯著時期，時間範圍從接種後2天到5個月以上；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Prevnar後熱痙攣的發作時間在4週後；接種
A型肝炎疫苗HAVRIX後熱痙攣的發作時間在第9天到16週以上。
4.9【過量】
本疫苗未曾有使用過量之報告。
小兒族群：
小兒族群未曾有使用過量之報告。1歲至未滿3歲幼兒不慎接種一劑0.5mL並不會造成任何安全上的顧慮。(請見5.1)
5.【藥理學性質】
5.1【藥效特性】
治療分類：日本腦炎不活化疫苗，ATC Code:J07BA02
動物研究顯示，此疫苗能夠啟動免疫系統產生抗體對抗日本腦炎病毒。使用接種過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的人體免疫
血清進行小鼠攻毒試驗，當小鼠PRNT50血清效價大於或等於1:10時，可保護小鼠免受日本腦炎病毒致死劑量的攻擊。
【臨床資料】
臨床療效和安全性
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未曾執行前瞻性療效試驗。已經在2,480名健康成人(包含六個隨機對照和三個非對照性第三期
臨床試驗)和550名孩童(包含一個隨機對照和一個非對照性第三期臨床試驗)執行嘉沃日本腦炎疫苗的免疫原性研究。

樞紐性免疫原性臨床試驗(成人)
在一個隨機分派、活性對照、觀察者單盲、多中心第三期臨床試驗進行疫苗免疫原性研究，365名健康男性和女性
受試者接種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AdimJE-V)。協同的主要療效指標包括針對全部研究群體以溶斑減少中和試驗法
(PRNT)測得第56天的血清轉換率(抗-日本腦炎病毒抗體效價≥1:10)和幾何平均效價。
至第56天，受試者呈現血清陽轉的比例為96.4%幾何平均效價(GMT)為243.6。

表格二、依計畫書群體接種AdimJE-V的血清轉換率和幾何平均效價。抗-日本腦炎病毒的中和抗體效價是針對日本
腦炎病毒株SA14-14-2作檢測。

血清轉換率(Seroconversion rate)
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
N=365
%(n)
訪視 0 (篩選 )
0
訪視 3 (第28天)
54 (197)
訪視 4 (第56天)
96.4 (352)
幾何平均效價(GMT) (採PRNT方法)
時間點
安定嘉日本腦炎疫苗
N=365
%(n)
訪視 0 (篩選 )
5.0 (365)
訪視 3 (第28天)
17.4 (363)
訪視 4 (第56天)
243.6 (361)
抗體持續性 (成人)
時間點

在一個開放性第三期臨床試驗的追蹤研究評估完成AdimJE-V基礎免疫後抗體的持續性至第24個月。共116名完成基
礎免疫的受試者加入上述追蹤研究。PRNT50≥1:10的受試者比例在第6個月是82.8% (95% CI: 74.9, 88.6, N=116)，第
12個月是58.3% (95% CI: 49.1, 66.9, N=115)。在第24個月，完成基礎免疫的受試者中有48.3% (95% CI: 39.4, 57.3,
N=116)仍維持PRNT50≥1:10，這些受試者在第24個月的幾何平均效價是16.2 (95% CI: 13.8, 19.0)。

追加免疫 (成人)

在一個非對照性、開放性第三期臨床試驗，完成基礎免疫後第15個月施打一劑6抗原單位(0.5mL) AdimJE-V作為追
加免疫。全部198名受試者均納入意圖治療(intention-to-treat)和安全性分析的群體。在不同時間點觀察到的PRNT50≥
1:10受試者比例和幾何平均效價總結於表格三。
表格三、在追加免疫前和在第15個月給予一劑6抗原單位(0.5mL) AdimJE-V追加免疫後第1、6、12個月 PRNT50≥
1:10受試者比例和幾何平均效價 (意圖治療群體)

追加免疫前，第 0天
(n=198)
第28天 (n=198)
第 6 個月 (n=197)
第 12 個月 (n=194)

PRNT 50 ≧1:10的受試者比例
95% CI
［62.4%, 75.2% ］
69.2%

22.5

95% CI
［19.0, 26.7 ］

［98.1%, 100.0% ］
［95.6%, 99.5% ］
［95.6%, 99.5% ］

900.1
487.4
361.4

［742.4, 1091.3 ］
［390.7, 608.1 ］
［294.5, 443.5 ］

100.0%
98.5%
98.5%

GMT

併用藥品 (成人)
在一個臨床試驗中探討AdimJE-V與不活化A型肝炎疫苗(HAVRIX 1440)併用的情形。針對日本腦炎病毒和不活化A
型肝炎病毒產生的免疫反應均無干擾情形。由抗-日本腦炎病毒中和抗體和A型肝炎病毒抗體的幾何平均效價和血清
轉換率來看，併用AdimJE-V與不活化A型肝炎疫苗不劣於僅接種其中任一種疫苗(表格四)。
表格四、依計畫書群體在第56天的抗-日本腦炎病毒中和抗體的血清轉換率和幾何平均效價及第28天的A型肝炎病毒
抗體的血清轉換率和幾何平均效價

第56天的抗日本腦炎病毒中和抗體的血清轉換率(SCR)和幾何平均效價(GMT)
SCR (%)
GMT
95% CI
組別 C:
［153.7, 261.2 ］
100
202.7
AdimJE-V+HAVRIX1440
［147.9, 249.8 ］
組別 A: AdimJE-V+安慰劑
98.2
192.2
第28天的A型肝炎病毒抗體的血清轉換率(SCR)和幾何平均效價(GMT)
SCR (%)
GMT
95% CI
組別 C: AdimJE-V+HAVRIX1440
［111.7, 202.3 ］
100.0
150.0
組別 B: AdimJE-V+安慰劑
［91.4, 168.2 ］
96.2
124.0
小兒族群
在一個對一歲以上未滿三歲印度健康學步期幼兒所做的第II期臨床試驗，24名兒童接種0.25 mL AdimJE-V疫苗(即本
品在該年齡層的藥證許可劑量)、24名兒童接種0.5 mL AdimJE-V疫苗(成人劑量)。雖然獲得的臨床數據相當有限，
但顯示對於該年齡層無論接種0.25 mL或是0.5 mL劑量，在安全性方面的評估結果沒有差異。

來自日本腦炎病毒疫區的兒童和青少年接種AdimJE-V疫苗的免疫原性和安全性
在一個隨機分派、對照開放性臨床試驗評估AdimJE-V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試驗在菲律賓執行，該國為日本
腦炎病毒疫區。AdimJE-V疫苗的安全性是與二種對照疫苗Havrix (A型肝炎疫苗，小兒處方720 EL.U./0.5mL) 和
Prevenar (七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白喉CRM197蛋白])作比較。在其中的子研究群體進行免疫原性評估，包括依
照劑量和年齡分組計算第56天和第7個月的血清轉換率(定義為日本腦炎病毒中和抗體效價≥1:10)、抗體效價達至少
四倍上昇的人數比例、和幾何平均效價。AdimJE-V 誘發的免疫反應呈現在表格五。
表格五、意圖治療群體依年齡分組在基礎值、第56天、第7個月的血清轉換率、抗體效價達至少四倍上昇的人數比
例、和幾何平均效價

接種劑量
年齡分組

接種前
第56天
第7個月
第56天
第7個月
接種前
第56天
第7個月

0.25 ml
0.5 ml
6個月以上未滿
1歲以上未滿
3歲以上未滿
12歲以上未滿
12個月
3歲
12歲
18歲
血清轉換率 % (n/N)
30% (3 /10)
0% (0/20)
3.2% (4/125)
16.8% (17/101)
45.7% (64/140)
100%(9/9)
100% (19/19)
99.2% (119/120) 100.0% (100/100) 100% (137/137)
100% (10/10)
100% (18/18)
85.5% (106/124) 91.0% (91/100) 97.1% (133/137)
受試者的日本腦炎病毒抗體效價上昇達四倍以上的人數比例
% (n/N)
100 (9/9)
94.7 (18/19)
96.7 (116/120)
94.0 (94/100)
77.4 (106/137)
90.0 (9/10)
83.3 (15/18)
75.8 (94/124)
71.0 (71/100)
65.0 (89/137)
幾何平均效價 (N)
8.42 (10)
5 ◊ (20)
5.52 (124)
6.54 (101)
13.08 (140)
687.35 (9)
377.79 (19)
258.90 (121)
213.6 7 (100)
175.63 (137)
159.27 (10)
64.00 (18)
38.91 (125)
43.60 (100)
86.61 (137)
2個月以上未滿
6個月

◊接種前的抗體效價呈陰性則以數字5作運算。
整個研究群體均進行安全性和耐受性評估，由父母或受試者在日誌卡紀錄接種疫苗後7天的不良事件。在接種第二
劑的當天和進行現場訪視時，包括完成第二劑接種後的第28天的醫療檢查(試驗第56天)和第6個月的追蹤(試驗第7個
月)，會詢問父母或受試者有無任何非預期的不良事件。
結果顯示AdimJE-V和Havrix或Prevenar 的安全性相當。

來自日本腦炎病毒疫區的兒童和青少年接種追加免疫的免疫原性
在一個隨機分派、對照開放性臨床試驗評估AdimJE-V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試驗在菲律賓執行，該國為日本
腦炎病毒疫區。試驗於第12個月進行追加免疫，
追加接種AdimJE-V疫苗2年後，所有的受試者都仍維持具保護力的抗體效價。抗體幾何平均效價在追加接種後第1
年已經有顯著下降；之後，在追加接種完成後2年，幾何平均效價下降幅度呈現趨緩(未滿3歲者)或平穩(3歲以上者)
。AdimJE-V的追加接種免疫反應結果呈現在表格六。
表格六、意圖治療群體追加接種的血清轉換率和幾何平均效價結果

0.25 ml
2個月以上未滿3歲
血清轉換率% (n/N)
接種前
1.2 (1/81)
基礎免疫後第 56天
100 (13/13)
基礎免疫後第 7個月
92.6 (75/81)
基礎免疫後第 12個月
97.5 (79/81)
基礎免 疫後第 13個月
100 (81/81)
基礎免疫後第 24個月
100 (80/81)
基礎免疫後第 36個月
100 (76/76)
幾何平均效價(N)
接種前
5.04 (81)
基礎免疫後第 56天
442.36(13)
基礎免疫後第 7個月
64.08 (81)
基礎免疫後第 12個月
67.27 (81)
基礎免疫後第 13個月
2910.84 (81)
基礎免疫後第 24個月
572.34 (80)
基礎免疫後第 36個月
427.48 (76)

接種劑量
年齡分組

追加免疫前

追加免疫後

追加免疫前

追加 免疫後

0.5 ml
3歲以上未滿17歲
25.4 (17/67)
100 (34/34)
85.1 (57/67)
89.6 (60/67)
100 (67/67)
100 (67/67)
100 (67/67)
8.45 (67)
192.91 (34)
40.44(67)
40.40 (67)
1365.87 (67)
302.10 (67)
279.64 (67)

5.2【藥動特性】
本疫苗無須進行此項評估。
5.3【臨床前安全性資料】
非臨床毒性資料相當有限。
在一項生殖及週產期前/後毒性研究中，對於生殖力、胎兒體重、子代存活和發育等並未發現有疫苗相關的影響。
然而，接種2劑試驗動物的子代出現了部分骨骼骨化不全的情形，接種3劑的試驗動物卻沒有發生此現象。目前仍很
難解釋此現象是否與接種疫苗相關。
6.【藥學特性】
6.1【賦形劑種類】
磷酸緩衝生理食鹽水的成分包括：氯化鈉（sodium chloride）、磷酸二氫鉀（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磷酸氫二鈉（disodium hydogen phosphate）及注射用水。
有關本疫苗使用的佐劑，請見 2。
6.2【不相容性】
由於缺乏藥品相容性試驗資料，本品不可與其他藥品混合使用。
6.3【效期】
有效期限請見外盒標示。
6.4【儲存方式】
請冷藏儲存於2~8℃，避免凍結。
請存放於原包裝中以避免光線照射。
6.5【包裝含量】
預先充填之注射筒包裝（0.5 mL/支、0.25 mL/支）
6.6【使用方法】
本品為一人份包裝，請勿同時供超過一人使用。預充填注射筒為即用型。
若泡殼箔膜不完整或包裝有破損情形，請勿繼續使用。
靜置時可觀察到澄清無色的上清液有細微白色沉降。
使用前，請輕搖注射筒使疫苗呈均勻白色不透明懸浮液狀態。若疫苗搖勻後仍發現有異物、脫色或有損壞情形，請
棄置勿用。
未使用的疫苗與消耗品應依當地法規丟棄。
注射一劑的使用方法
請依以下步驟使用：
1. 搖動注射筒以得到均勻的懸浮液。
2. 取下注射針套，即可施打。
7.【製造廠】
原液製造廠：Valneva Scotland Ltd.
廠址：Oakbank Park Road, Livingston,West Lothian, EH53 0TG, United Kingdom
充填包裝製造廠：Adimmune Corporation
廠址：NO.3, Sec. 1, Tanxing Rd., Tanzi Dist., Taichung City 42743, Taiwan
8.【仿單內容更新日期】
2017年11月
9.【藥商】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廠址：42743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一段3號
電話：04-25381220 傳真：04-25382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