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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治療的進展 
謝佩珍 鄭吉元 陳偉立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臨床藥學科 

前言 
肝癌是全球是排名第五的癌症，因肝癌而死亡

為排名第二。2008年肝癌新診斷的有74萬8300
人，而死於肝癌的有69萬5900人1。而亞太地區屬
於肝癌高盛行率區，全球肝癌患者超過70%集中於
亞洲地區2。在台灣，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2009
年肝癌為癌症發生率排名第二的癌症，每年約有
7000人死於肝癌3。台灣每年肝癌新病例約8000
例，與B型肝炎相關的肝癌患者其平均年齡約53
歲，而因C型肝炎導致肝癌患者其平均年齡約65歲
2。當病患確診肝癌，其預後會因肝癌的分期及治療
的選擇有所不同。主要影響預後的因素包括腫瘤的

狀態(如腫瘤數目、大小、侵犯血管程度和肝外轉
移)，病患本身肝功能狀況及身體健康狀態4。 
 
肝癌的分期 

TNM 分期(T：tumor，N：lymph node，M：
metastasis)，並非理想的肝癌分期方法。臨床上是
以 BCLC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分期，做
為肝癌的分期方法(圖一)

4。BCLC 法主要是根據病
人的肝功能(Child-Pugh A、 B、 C)及體能狀態
(Performance status，PST)，再配合其他條件下去
選擇其治療方式 4。 

 

 
圖一、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 staging classification and treatment schedule 
 
肝癌評估 

肝癌在影像學上依據實體腫瘤反應評估標準
(RECIST criteria)來評估其治療效果(表一)5。但是
RECIST criteria 無法精確的反應出肝腫瘤的變
化。而血清中的甲型胎兒蛋白 (α-fetoprotein ，

AFP)，則對於肝癌的變化相當靈敏，因此 AFP 可
以做為病患接受治療後效果評估的指標。研究顯
示，當肝癌患者接受至少接受兩個週期的化療後，
其 AFP 下降超過 20%者，有比較長的中位存活期 
(13.5 vs. 5.6 個月，p < 0.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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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RECIST criteria 

反應(Response)  

完全反應 

(Complete response，CR) 

全部病灶消失、病理性可測量

之淋巴結之短徑<10mm 

部份反應 

(Partial response，PR) 

最長直徑變化減少 30% 

疾病穩定 

(Stable disease，SD) 

介於 PR 和 PD 之間 

疾病惡化 

(Progressive disease，PD) 

最長直徑變化增加 20%，其絕

對值增加超過 5mm 

 
肝癌的治療 

肝癌的治療包括手術切除、肝移植、射頻燒灼
治療(radiofrequency ablation)、栓塞治療(酒精栓
塞)、局部性的化療(經皮肝動脈栓塞，肝動脈灌注
化療)、全身性的化療、賀爾蒙治療和標靶治療 7。 
一、根治性(curative) 治療： 

手術切除、肝移植、射頻燒灼和酒精栓塞是屬
於根治性治療。在亞洲，在肝癌的高盛行率，新診
斷的肝癌病患中只有 10%至 15%是可以做手術切
除的。肝臟移植可以同時處理肝癌和肝硬化問題，
其肝臟來源大部份是來自活體捐贈。 

射頻燒灼是以超音波定位，將通電流之細針穿
刺至腫瘤，加熱使腫瘤壞死，每一療程多為單次燒
灼。酒精栓塞是以超音波定位，細針穿刺至腫瘤，
打入純酒精使肝細胞內的蛋白質凝固變質而造成
肝腫瘤細胞的凝固性壞死 7。 
二、局部化學治療： 

局 部 化 學 治 療 包 括 經 皮 肝 動 脈 栓 塞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sation，TACE)及肝動
脈 灌 注 化 療 (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TACE 乃是經腹股溝血管置
入細導管至腫瘤附近的血管，將供應肝腫瘤血流的
肝動脈予以塞住，而造成腫瘤缺血性壞死。使用的
藥品是 Lipiodol (ethiodized oil 乙碘油，栓塞物質)
及化療藥物 doxorubicin。HAI 是將導管放入肝動
脈，持續性把化療藥物 5-fluorouracil (5-FU)和
cisplatin 注射於肝動脈內。此種治療方式可以將肝
臟腫瘤暴露在高濃度的化療藥物之下，增加局部抗
癌效果，以減少全身性的副作用 7。 
三、全身性的治療： 

全身性治療適用於無法手術以及無法進行局
部治療的肝癌患者，其方法包括荷爾蒙治療、化學
治療及標靶治療。 
1、荷爾蒙治療 

雌激素(estrogen)在體外實驗中發現會促使肝
細胞增生，也可能會讓腫瘤細胞生長，在三分之一

的肝癌中發現有雌激素接受體的表現。有關抗雌激
素 接 受 體 (antiestrogen receptors) 的 藥 物
tamoxifen 對肝癌的療效，在 Cochrane database
中分析了 10 個隨機控制研究 (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其結果顯示 tamoxifen
對肝癌患者的存活是沒有療效的(hazard ratio 為
1.05，p =0.4)8。其他賀爾蒙治療藥物，例如：
octeotride9和抗雄性素藥物 10也對肝癌是沒有療效
的。 
2、全身性化學治療 

全身性化學治療肝癌其反應率並不高。像常用
的組合 FMP(5-Fluorouracil, mitoxantrone, cis- 
platin)用於肝癌的治療，其整體反應率為 23.8%，
中位存活期也只有 4.9 個月，而副作用是以骨髓抑
制為主 11。過去常用的 doxorubicin 整體反應率不
高，只有約 10%12。 
3、標靶治療 

研究肝癌的分子機轉，發現其表皮細胞生長因
子接受器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
EGFR)以及細胞內訊息傳導路徑有異常活化的現
象。因此，若藥物能抑制此異常活化，即可用於治
療肝癌。此外，肝癌是一個高度血管分化的腫瘤，
因此若能抑制腫瘤血管新生的因子，像是血管內皮
細胞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及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也可以用於治療肝癌 13。以下我們將
詳細介紹其標靶藥物。 
(1) Sorafenib (Nexavar®，蕾莎瓦) 

Sorafenib 是一個口服的小分子標靶藥物，其
機轉為多重酪胺酸激酶抑制劑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它可阻斷 RAF、VEGFR、PDGFR、KIT，
FLT-3 及 RET(圖二)13。 

 
圖二、Mechanism of action of sorafenib 

 

Sorafenib 使用劑量為每天 800 毫克(400mg 
BID)，建議空腹服用。劑量的調整視副作用嚴重
度，可降為一天 400 毫克或是暫時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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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 sorafenib 對肝癌的療效，主要有兩個
phase III 隨機控制試驗，分別在歐美及亞洲地區進
行。歐美 SHARP 試驗的肝癌病患有 602 位，分成
兩組，一組每天早晚服用 400 毫克 sorafenib，另
一組則服用安慰劑。其結果發現中位存活期在
sorafenib 組為 10.7 個月，安慰組為 7.9 個月，且
兩組的差異有統計上顯著意義(p < 0.001 )14。亞洲
Oriental 試驗的肝癌病患有 226 位，分成兩組，一
組每天早晚服用 400 毫克 sorafenib 去比照安慰

組。其結果顯示 sorafenib 組的中位存活期為 6.5
個月，安慰組為 4.2 個月，且兩組的差異有統計上
顯著意義(p =0.014)15。分析 Oriental 試驗其病患的
中位存活期相較於 SHARP 試驗偏低的原因，亞洲
的受試者較多數已有肝外轉移、肝臟腫瘤數目多、
體能狀況較差(ECOG-PS 分數高)、血中的 AFP 較
高，這代表著亞洲的病患多數是屬於肝癌末期。且
預後不良因子(如肝外轉移及 AFP 增加)，也會影響
著試驗結果 14,15。 

 

 
圖三、Randomised phase III trials of sorafenib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圖四、sorafenib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Sorafenib 常見的副作用有虛弱(fatigue)、手足

方面的皮膚副作用(hand and foot skin reaction)、
紅疹(rash)、腹瀉(diarrhea)、出血(bleeding)等。手
足方面的皮膚副作用上，亞洲地區發生率明顯高於
歐美地區 (45% vs. 21.2%)。發生手足方面的皮膚
副作用(17 人，11.4%)或腹瀉(11 人，7.4%)而調降

sorafenib 劑量 15，另外有 6%病患發生胃腸方面的
副作用因而退出 sorafenib 的治療 14。 

值得注意的是在SHARP 跟Oriental試驗中受
試者必須符合 Child-Pugh A 肝硬化的要求，即肝
臟功能還算不錯的族群。因此 sorafenib 用於
Child-Pugh B 或 C 肝硬化的肝癌病人，其安全性要
特別注意。此外，一回溯性研究發現 sorafenib 用
在治療 Child-Pugh A、B 和 C 肝硬化的肝癌病人，
其中位存活期分別為 8.3 個月、4.3 個月、1.5 個月。
所以無論從安全性和療效方面來看，sorafenib 用於
治療中度至重度肝硬化的肝癌患者是值得商確的
16。 

Sorafenib 是目前肝癌藥物治療中，唯一被證
實可以有意義的延長病患的存活。2008 年 NCCN
治療準則中已將 sorafenib 用於第一線治療末期(即
BCLC 分期中的 stage C)或是 BCLC 分期中的
Stage B (intermediate stage)但卻無法做經皮動脈
栓塞治療(TACE)的肝癌病患 17。目前台灣衛生署核
准 Sorafenib 適應症有晚期腎細胞癌且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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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eron-alpha 或 interleukin-2 治療失敗，或不適
合以上兩種藥物治療之病患；在肝癌的適應症，轉
移性或無法手術切除且不適合局部治療或局部治
療失敗之晚期肝細胞癌，且須為 Child-Pugh A 
class 患者。Sorafenib 於 2010 年 4 月取得許可證
於肝癌，不過目前健保並未給付 sorafenib 用來治
療肝癌 18。 
(2) Thalidomide (Thado®，賽得) 

Thalidomide 可以抑制 VEGF 和 FGF 因而抑
制血管異常增生 19。Thalidomide 用在肝癌的劑量
是每天使用 50 至 1200 毫克。Phase II 研究單獨使
用 thalidomide ， 或 是 thalidomide 合 併
UFT(tegafur/uracil)治療晚期無法手術或是無法做
栓塞的肝癌病人。其結果顯示單獨使用 thalidomide
的整體反應率只有 8%且中位存活期只有 4 個多
月，而 thalidomide 合併使用 UFT 則可以延長中位
存活期至 9 個月。不過，研究也發現單獨使用
thalidomide 的那一組病人，若是服用 thalidomide
後其 AFP 下降 50%者其中位存活期可長達 9.4 個
月 20。Thalidomide 常見的副作用有便秘、虛弱、
周邊神經病變、嗜睡等 21。目前健保並未給付
thalidomide 用來治療肝癌。 
(3) Bevacizumab (Avastin® ，癌思停) 

Bevacizumab 是一個對抗 VEGF 的單株抗
體，因此可抑制血管的新生。用在肝癌的劑量是每
兩週注射一次，每次劑量為每公斤體重 5-10 毫克。
Phase II 研究單獨使用 bevacizumab 治療無法手
術切除的肝癌病患其整體反應率為 13%，無疾病惡
化存活期為 6.9 個月及中位存活期為 12.4 個月 21。
Bevacizumab 合併 化療藥物 gemcitabine 及
oxaliplatin 來治療肝癌的研究中，其整體反應率為
20%，中位存活期為 9.6 個月，雖然此組合的療效
不錯，但是其中 42%受試者發生第三級或第四級骨
髓毒性(neutropenia without neutropenic fever 嗜
中性白血球減少並無發燒)，以及將近三分之一的病
患因副作用而無法繼續治療 23。Bevacizumab 的副
作用相當輕微，不過其中出血的副作用(雖然發生比
率甚低 ) 卻可能會造成生命危險，因此使用
bevacizumab 前須詳細評估出血的可能性。 
(4) Erlotinib (Tarceva®，得舒緩) 

Erlotinib 是一口服 EGFR 酪胺酸激酶抑制劑。
在兩個phase II研究結果顯示晚期肝癌病患每天服
用 150 毫克，其中位存活期分別為 10.7 及 6.2 個
月 24,25。最近一 phase II 研究發現 erlotinib 合併
bevacizumab 使用於晚期無法手術的肝癌患者，其
中位存活期可以延長至 12.8 個月 24，兩者併用似
乎有協同作用，目前此項組合已正在進行 phase III

臨床試驗。Erlotinib 常見的副作用皮膚疹、腹瀉及
疲倦。 
(5) Brivanib alaninate  

Brivanib 是一個新的口服小分子標靶藥物，主
要是抑制 VEGF 及 FGF 酪胺酸激酶。臨床研究發
現當病人對 bevacizumab 產生抗藥性時，另一個血
管新生因子 FGF 會隨之增加，此現象稱作逃脫機
轉(escape mechanism)。而 brivanib 可以同時抑制
VEGF 及 FGF 酪胺酸激酶，抑制了血管新生因子
的訊息傳導，是一個強效的血管抑制藥物 27。2009
年 ASCO 年會中有關 brivanib 之期中報告，發現使
用 brivanib 分別作為第一線及第二線藥物(第二線
是指已對 sorafenib 或是 thalidomide 治療無效)來
治療無法手術的晚期肝癌患者，每天給予 brivanib 
800 毫克。第一線使用 brivanib 的 55 個病患其中
位存活期達 10 月，第二線使用 brivanib 的 46 個病
患其中位存活期達 9.8 個月 28。由於 Brivanib 在
phase II 試驗有不錯的療效，目前正在進行 phase 
III 臨床試驗比較 brivanib 與 sorafenib 針對晚期肝
癌作為第一線治療。Brivanib 常見的副作用是輕微
程度的虛弱及腹瀉 27。 
 
結論 

化學治療在肝癌並沒有很好的療效。然而肝癌
的分子致病機轉研究進展對於末期的肝癌病患帶
來新的希望。Sorafenib 是第一個標靶藥物在肝癌
病患的存活上有意義的延長。隨著新的標靶藥物的
研發及其不錯的療效，未來分子標靶治療將是晚期
肝癌治療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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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引起的肝臟傷害與處理方式 
王靖文、王郁青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藥劑部 

 

前言 
藥物引起的肝臟傷害發生率大約為萬分之一

到十萬分之一，然而有些報告甚至指出高達十萬分
之十四，佔所有藥物不良反應事件的 10％。1-2在美
國造成急性肝臟衰竭(acute liver failure)大多是和藥
物有關，而藥物引起的肝臟傷害也是藥物從市場撤
出的主要因素。1-3 

大多數藥物都具親脂性，常無法直接從腎臟排
除，必須經由肝臟代謝成親水性化合物才能由體內
排除。而事實上，肝臟在代謝過程中可能將無害物
質轉變成更不穩定且具毒性的代謝物，幸而這種代
謝物會因為替代性解毒路徑與內生性解毒之共同
受質(如 glutathione、sulfate，glucuronnic acid)的存

在而不會對肝臟造成實質的損傷。然而當這些解毒
的資源被耗盡或解毒路徑被阻斷時，則可能導致肝
臟的傷害。4 

 

藥物引起肝臟傷害的機轉 
藥物引起肝臟傷害的機轉其傷害機轉可分為

內生性(intrinsic)和特異性(idiosyncratic)兩大類(表
一)：1

   

1. 內生性(intrinsic)：主要是藥物產生的活性
代謝物造成肝細胞的壞死，其肝臟傷害的嚴重程度
和劑量有關。這種內生性的肝傷害是可預期，而致
病的潛伏期較短，通常為數小時至數天內，例如
Acetaminophen

4-5正常情況下，經由 glucuronidation



 

~6~ 

一百零一年十九卷三期 Vol.19  No.3  2012 

和 sulfation 代謝後形成複合體，這複合體占排出的
代謝產物 95%，而其他 5%則經由具細胞色素 P450

依賴性的 glutathione(GSH)結合路徑代謝。當大量
服用 acetaminophen 時，會因 glucuronidation 和 

sulfation 的代謝路徑飽和與 glutathione 的使用殆
盡，而導致毒性代謝產物產生(如 N-hydroxylated 產
物或 N-acetylbenzoiminoquinone 等)，最後與肝細
胞的蛋白質分子作用而產生肝毒性。1,6-8 

 

表一、 藥物引起肝臟傷害的機轉 

 
 

2. 特異性(idiosyncratic)：藥物引起的特異性
肝臟傷害程度和劑量無關，且因與個人體質有關而
無法預知。藥物引起特異性肝傷害又可分為過敏性
(hypersensitivity)和代謝性(metabolic)兩種。1,6 過敏
性主要是因為藥物活性代謝物與肝臟細胞蛋白分
子形成抗原性分子或活性代謝物來傷害肝臟細
胞，造成自體抗原而產生免疫反應，常伴隨發燒、
發疹、關節疼痛，淋巴結腫大的症狀；另外血液方
面會出現嗜伊性紅血球增多(eosinophilia)、白血球
增 多 (leukocytosis) ， 甚 至 嚴 重 者 會 發 生
Stevens-Johnson syndrome，其潛伏期較內生性毒性
長，約為 1～ 5 周，如 phenytoin, amoxicillin- 

clavulanate 便是屬於此類。1,6代謝性則是因個體肝
臟對藥物代謝過速或不足，以致毒性代謝物堆積在
肝臟內而造成肝細胞壞死或膽汁鬱積，其潛伏期較
不一，視藥物種類和個人體質之不同而異，通常較
長，約為數周至數月，如 isoniazid, ketoconazole 等。
1,6-8 

 

藥物引起肝臟傷害的分類 
大多數藥物引起的肝臟傷害主要是造成肝細

胞的壞死，然而，有些藥物會傷害膽管、膽小管(造
成膽汁鬱積 cholestasis)，或者傷害血管內皮細胞(引
起靜脈阻塞性疾病 venoocclusive disease)。1,6 一般

藥物引起的肝臟傷害依病程又可分為急性與慢性
兩種： 

1. 急性肝臟傷害(acute liver injury)：急性肝臟
傷害是最常見藥物引起肝臟傷害的一種，又可分為
肝 細 胞 毒 性 型 (hepatocellar) 、 膽 汁 鬱 滯 型 

(cholestasis)，與混合型肝傷害(mixed)三種(表二)。
2,6,8

 

 
表二、急性肝臟傷害後肝功能監測指數的變化 

急性肝傷害型態 肝功能指標變化 肝功能指標比值變

化 

肝細胞毒性型 ALT ≥ 3倍參考值上限 ≥ 5倍 

膽汁鬱滯型 ALP ≥ 2倍參考值上限 ≤ 2倍 

混合型肝傷害 ALT ≥ 3倍參考值上限; 

ALP ≥ 2倍參考值上限 

2-5倍 

註: 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P: alkaline phosphatase;  

比值= ALT參考值上限/ALP參考值上限.  

 

a. 肝細胞毒性型(hepatocellar)：在臨床上類似
病毒性肝炎，會造成肝細胞壞死 (hepatocellular 

necrosis)、脂肪肝(steatosis)，或肝細胞變性(cellular 

degeneration)。主要特徵以生化檢驗值 AST、 ALT

升高為主，若肝細胞壞死太嚴重而發生急性肝衰
竭 ， 則 其 致 死 率 高 達 80 ％ 。 藥 物 代 表 如
Acetaminophen, Isoniazide。2,6-8

 

b. 膽汁鬱滯型 (cholestasis)：因藥物代謝產物
抑制膽汁組合成分再吸收，使膽汁形成過程及其流
動受損、干擾膽汁分泌至膽管，或因膽管結構上的
受損，而造成膽汁鬱積。主要特徵以生化檢驗值
ALP-K 、 bilirubin 升 高 為 主 。 代 表 藥 物
Amoxicillin/Clavulanate, Chlorpromazine。2,6-8

 

c. 混合型肝傷害(mixed)：兼具肝細胞毒性與膽
汁鬱積兩者之特性，而又無法歸屬於兩者之一。其
生化檢驗值AST、 ALT、ALP-K及bilirubin皆可能
升高。藥物代表如Phenytoin, Sulfonamides。2,6-8

 

2. 慢性肝臟傷害(chronic liver injury)：長期使
用某些藥物而引起慢性不可逆之肝臟傷害。如
Methyldopa引發活動性肝炎；Methotrexate造成纖維
化及肝硬化 ；Azathioprine引起肝臟血管病變；
Allopurinol導致肝肉芽腫；而口服避孕藥則可能與
肝腫瘤有關。6-7,9

 

 

藥物引發肝傷害的判斷 
任何在服用藥物期間所伴隨的症狀（如：厭

食，噁心和疲勞）到明顯的黃疸都可能是藥品引發
肝臟傷害的徵兆，因此詳細詢問用藥史、劑量，開
始用藥與停藥的時間、肝臟傷害(症狀)發生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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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臨床表徵都是必要的判斷資料，而檢驗肝功能
指數或甚至執行肝臟切片檢查更是判斷藥物造成
肝傷害的重要依據。10 

另外必須排除其他造成肝臟傷害的因素(包括
病毒性肝炎、酒精性或自體免疫性肝炎、膽道疾病
及肝腫瘤等)及確定藥物服用時間與肝臟傷害發生

時間有相關，以便進一步確定藥物與肝傷害的關聯
性。6 在藥物投予跟肝臟損傷症狀出現的時間相關
性方面，可藉由藥物引起肝臟傷害的發生時間、藥
物停藥後的反應過程，再次投藥後的反應來評估 6

如表三。 

 
 

表三、藥物引起急性肝傷害症狀發生或肝功能指數變化之時間相關性 

 極可能 可能 相關性極低 

藥物引起急性肝傷害症狀發生之時間相關性 

肝細胞毒性型  

症狀開始於用藥後 

症狀結束於停藥後 

 

5-90 天 

-- 

 

< 5 or > 90 天 

< 15 天  

 

症狀出現於用藥前 

> 15 天 (slowly 

metabolised除外) 

膽汁鬱積型 

症狀開始於用藥後 

症狀結束於停藥後  

 

5-90 天  

-- 

 

< 5 or > 90 天 

≦ 1 月  

 

症狀出現於用藥前 

> 1 月 

停藥後肝功能指數變化與藥物使用之相關性 

肝細胞毒性型 

ALT 降低至少 50 %  

 

< 8 天 

 

< 1 月 

 

降低不到 50 % 

膽汁鬱積型 

ALP-K and/or bilirubin 降低  

 

6 個月內至少降低 50% 

 

6 個月內降低不到 50% 

 

沒降低 

再次投藥後出現相同症狀的時間與藥物之相關性 

肝細胞毒性型  1-15 天 ＞15 天 症狀出現於再次投藥前 

膽汁鬱積型 1-90 天 ＞90 天 症狀出現於再次投藥前 

 

 

評估藥物與不良反應之間的相關性是臨床上
較困難之處，也因此有許多評估方法被提出。
Roussel Uclaf Causality Assessment Method 

(RUCAM) (表四)是目前較廣泛被用來評估藥物與
肝臟傷害相關性的評估表。評估項目分為七項(1.

發生時間/ 2.停藥後反應/ 3.危險因子/ 4.併用藥物/ 5.

非藥物引起肝臟傷害因素/ 6.藥物肝臟傷害相關資
訊/ 7.再次投藥後反應)，評分後的分數將藥物引起
肝臟傷害可能性分為五級：極可能/很可能/可能/不
確定/排除，當評估分數越高時，則藥物引起肝臟傷
害的可能則越高。2,6

 

 

藥物引起肝傷害之處理 
對藥物造成肝毒性的個案，除了少部分有解藥

可 使 用 外 ( 如 acetaminophen 中 毒 可 用  N- 

acetylcysteine；Valproate 過量用 L-carnitine)，臨床
上最重要的處理方式就是停用引起肝臟傷害的藥
物和給予支持性療法，例如膽汁鬱積性肝傷害引起
皮 膚 發 癢 可 用 cholestyramine 或 抗 組 織 胺
antihistamine 作症狀治療。2,7,10 至於類固醇療法對
於病人有過敏反應時可能有用外，目前並無證據可

證明使用類固醇來治療對藥物引起的肝臟傷害是
有益的。2,5 

定期監測肝功能狀況是必要的。大多數藥物引
起的肝臟傷害在停用疑似藥物後其預後是良好
的，但若伴隨黃疸的發生則預後較差，另外若是因
藥物引起特異性肝傷害而造成的急性肝臟衰竭，在
沒有接受肝臟移植手術情況下其死亡率高達
80%，因此對於這類病人建議及早會診肝臟專家。2 

 

結論 
藥物引起肝臟傷害之臨床表現從肝功能指數

異常、膽汁鬱積、肝硬化、肝衰竭，甚至引發死亡。
雖然，藥物引起的肝臟傷害大多數在停藥後 1-3 個
月內肝臟酵素、膽紅素皆會逐漸恢復，然而若是伴
隨有黃疸症狀的膽汁鬱積型傷害則需較長的恢復
時間。11 臨床上建議使用具肝毒性之藥物前應先評
估病人肝功能，並於服藥後定期監測，且衛教病人
注意相關徵兆以便於肝臟傷害發生時能即時介
入，如此可避免許多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或減少嚴
重之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率，提升病人之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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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Roussel Uclaf Causality Assessment Method (RU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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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夢遊事件」引發對 zolpidem 的省思 
吳秋瑩 林雅恩 許茜甯 

高雄長庚醫院藥劑科 

資料來源：長庚藥物安全簡訊 Vol.7(5) 

背景 
2010 年 4 月初各大報刊載一則新聞:某藝術單

位舉行一場名為「使蒂諾斯之夢遊美術館」活動，
號召百人帶自己的使蒂諾斯 (zolpidem)服藥後觀
展，此事引起衛生署的調查與關注。此舉除了有違
反法規之嫌，也提醒醫療人員應重新檢視並評估
zolpidem 的療效與風險。為提高本院醫療同仁對該
類藥物副作用的警覺性，本文呈現過去五年內長庚
體系內 zolpidem 通報案例、國內學者發表類似不
良反應事件，並提出使用該類藥物之前與之後的使
用建議。 

 

藥物不良反應監測 
繼美國 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於

2007 年 3 月要求市面上包含 zolpidem 在內的 13 種
鎮靜安眠藥的製造廠商必須在仿單內加註新的安
全警語，提醒可能發生的潛在性危險行為後 台灣
FDA 於 2007 年 7 月 30 日 (衛署藥字第 0960326114

號) 公告鎮靜安眠藥仿單加刊「服用本品可能出現
夢遊行為，例如開車、打電話及準備或食用食物」
警語。 

長庚體系於 2006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間由
醫療人員自動通報或病患告知的藥物不良反應案
例中，92 人(件)為 zolpidem (10mg/tab)，約占通報
人數的 1%。表一列出病患資料：女:男 (27%:73%)，
年齡皆>20 歲，分布於 60-79 歲 (33.7%)，40-59 歲
(32.6%)，20-39 歲(20.7%)，≥80 歲(13.1%)。通報科
別多數為內科系(>90%)，其中精神科 37.9%居冠。
通報症狀以睡夢中無意識進行的異常行為
(nocturnal compulsive behaviors)伴隨失憶(amnesia)

居多(表二)。 

自 PubMed 中搜尋由國內研究或醫療人員發表
zolpidem (10mg/tab) 相關不良反應的觀察性研究
(表三)。單一醫學中心經驗顯示，使用超過 6 個月
發生夢遊與睡眠中異常行為約 5.1%。相較於沒用藥
者，使用 zolpidem 增加跌倒(138%，未校正其他危
險因子)、交通事故(74%)、與早產或嬰兒體重過低
(34-70%)的風險。 

 

表一、2006-2010 各院區 zolpidem (10mg/tab)不良反應通報 

 年度  院區 

 06’ 07’ 08’ 09’ 10’  基隆 桃園/

林口 

嘉義 高雄/

鳳山 

N 

(92) 

17 12 27 14 22  40 11 5 36 

% 18.5 13.0 29.3 15.2 23.9  43.5 13.0 5.4 39.1 

共計:9,181位病患, 10,187通報件數，其中 zolpidem 佔通報人

數 1% (92/9181)  

 
表二、Zolpidem 院內通報事件 

事件 N (118) % 

Amnesia 23 19.5 
Nocturnal compulsive behaviors 36 30.5 

sleepwalking 22  
eating 12  
cooking 1  
washing hand  1  

Psychiatric-related events 37 31.4 
delirium 14  
hallucination  4  
confusion  4  
disorganization 1  
psychosis 1  
disorientation  4  
discomfort  2  
agitation  4  
disassociation behavior  1  
drunken like 1  
self-injurious  1  

Other systems  18 15.3 
falling  4  
headache  2  
soreness 1  
urine incontinence  3  
vomiting  1  
dizziness 2  
tinnitus  1  
eye, lip swelling 1  
asthma 1  
palpitation  1  
BP increase  1  

Sleep 4 3.4 
bad dream 1  
no effect (worsen insomnia) 3  

Amnesia:健忘、失憶  

 

不良反應發生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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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lpidem 是  imidazopyridine 類 的 non- 

benzodiazepine (non-BZA) 的鎮靜-安眠藥物，對中
樞 GABAA ω1(gamma-amino butyric acid type A , 

BZ1)接受器的 α 次單位(α1/α5)具高度選擇性。由於
不似一般 BZAs (如 clonazepam、  diazepam、 

flunitrazepam)、 對接受器(ω1, ω2, ω3)親和力不具
選擇性， zolpidem 在建議劑量下具有 BZAs 相似
藥理機轉，但不盡相同的副作用。其中異睡症
(parasomnias)的發生，例如夢遊、與睡眠中的飲食
行為(sleep-related eating disorder; SRED)、睡夢中駕
車 、 外 出 購 物 等 無 意 識 的 舉 動  (nocturnal 

compulsive behaviors)，不但可能危及病人自身安
全，甚至可能引發公共危險。 

Zolpidem導致夢遊的機轉尚未明確，推測可能
因ω1受體廣泛分佈於感覺運動皮質區(sensorimotor 

cortical regions)、網狀黑質體(substantia nigra pars 

reticulate)及蒼白球內核(globus pallidus pars interna)

等區域上，導致存在大腦皮質內、控制本能行為的
central pattern generator (CPG)被釋放而引發走路
(夢遊)、吃東西(睡夢中飲食)等異常行為(2)。至於
因不同劑型 (sublingual, extended-release )的藥物動
力學變化，是否改變zolpidem對GABAA接受器的感
受性，進而影響睡眠中進行的強迫行為(3)，則有待
進一步釐清。 

 
表三、國內與zolpidem相關不良反應的觀察性研究 

作者 研究設計 資料來源/樣本數(n)  結果 

Chang CM (2011)  case–control   單一醫學中心因跌倒

住院(n=165) 

24 小時前使用相較於沒用藥者增加跌倒事件的風險

(BZAs: OR=2.63, zolpidem:OR=2.38,未校正其他危險因

子)  

Yang YH (2011) case–crossover  健保資料庫的百萬人

抽樣歸人檔中因交通

事故住院(n=12,929)  

24 小時前使用 zolpidem,增加交通事故的風險

(OR=1.74, 95%CI:1.25-2.43) 

Wang LH (2010) cohort  出生證明檔中懷孕婦

女使用 zolpidem 

(n=2497) 

孕婦使用 zolpidem 相較於沒用藥者增加發生嬰兒

LBW(OR=1.39, 95%CI, 1.2-1.6)，早產(OR=1.34, 95%CI, 

1.2-1.5)， SGA 嬰兒 (OR=1.7, 95%CI, 1.6-1.9)風險  

Hwang TJ (2010) cross–sectional 單一醫學中心

(n=125) 

19/67 (23.9%) zolpidem users 自訴曾發生 CSB， 高劑

量 zolpidem (> 10 mg/d) 是 CSBs 的獨立風險因子 

Tsai JH(2009) cross–sectional 單一醫學中心

(n=255) 

曾服用 zolpidem≥6 個月病患中， 13/255(5.1%)自訴曾

發生失憶與睡眠中異常行為 

OR= odds ratio, LBW (low-birth-weight), SGA (small-for-gestational-age), CSB (complex sleep-related behaviors) 

 

使用建議  
依據「台灣睡眠醫學學會」對失眠的診斷指

引：應鑑別診斷是否為身體、精神或是其他的藥物
等造成的次發性失眠；治療通常以合併「藥物」及
「非藥物」治療的療效最為顯著。安眠藥物治療需
要考量: 

1. 使用有效的最低劑量，如果可能的話以需要時給
藥。 

2. 由於上市前臨床試驗，大多不超過 4 週治療期間 

[藥品說明書]，因此在長期使用目前並無臨床研
究實證可供參考。一般對於偶爾失眠的治療以
2~5 天為主。而短暫性失眠的治療則為 2~3 週，
若必須處方 4 週以上者，務必審慎反覆再評估。
如因病情需 6 個月以上長期使用，必要時轉精神
科或神經科專科評估其繼續使用的適當性。 

3. 治療過程中: 症狀改善後，應緩慢停藥，並注意
依賴、反彈性失眠及戒斷症狀。 

4. 特殊族群:  

(a) 老年人或有肝功能不全的患者:劑量應減半，
即每天 5mg。 

(b) 主動詢問婦女是否懷孕，並謹慎評估其臨床
效益及風險，如經評估仍需處方該藥品治療
時，應避免使用高劑量，並小心監控母親或
胎兒不良反應之發生。 

(c) 兒童的安全性與療效尚未建立，因此不應處
方於十八歲以下的病人。 

(d) 提醒患者勿飲酒及使用其他鎮靜藥物，罹患
呼吸系統、肝臟疾病和有成癮傾向的個案尤
應特別小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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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於病人事後對於睡夢中進行的強迫行為通常
不記得，應在開方前與病人進行討論，提供適當
衛教以提醒患者與其居家照護者注意用藥安全
性的資訊與使用方法。 

6. Zolpidem 並不比 BZAs 安全。醫療人員仍須提高
警覺並多利用院內整合照護工具，「藥物不良反
應通報機制」通報病人發生的疑似藥物不良反應
或事件、並隨時檢查電子病歷中「用藥過敏史」
欄位了解病人過去藥物使用經驗、以避免不必要
的藥物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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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 Sertraline 導致低血鈉案例報告 
李鳳玲 

桃園長庚醫院藥劑組 

資料來源：長庚藥物安全簡訊 Vol.7(6) 
前言 

Sertraline 是屬於 SSRI(selective serotonin re- 

uptake inhibitors)類的藥物，臨床上被廣泛用於治療
抑鬱症、鬱躁症及多種焦慮症如社交焦慮症、驚恐
症、創傷後壓力症、強迫症及經前焦慮症等。低血
鈉症是體液及電解質失衡的一種症狀，使得血漿鈉
的濃度不正常低於 135mEg/L。由於症狀不明顯故
常常被忽視，有時可能只會出現腸胃症狀；但是當
降到 125mEg/L 或以下時，症狀會變得明顯如噁
心、嘔吐、頭痛、全身無力、迷失方向及躁動等；
更嚴重低於 120mEg/L 時，就有可能會出現抽筋、
昏迷、呼吸停止。臨床上有很多藥物可能引起低血
納(如附表一)，SSRI 類的藥物就是其中一種， 

SSRIs 造成的低血鈉，發生率在 0.5% to 32%，大都發
生於老人。3本篇主要探討使用 Sertraline 導致低血
鈉之可能原因，增進病患之用藥安全。 

 
案例簡述 

病患為 71 歲二次中風之女性，體重 52 公斤，
有高血壓之病史、第一次中風發生於 2009 年，雖
然輕微的右側無力及左臉麻痺，但是仍然可以行
走。2010 年 6 月再度中風後，右側肢體嚴重無力，
並伴隨著講話不清楚及喝水時容易嗆到，於是在
2011 年 3 月進入復健科病房持續復健中。病患使用
Exforge (Amlodipine 5mg+Valsartan 80mg)/ 1 PC 

BID 控制血壓，由於血壓仍然偏高，於是在 04/12

加入 Indapamide 1.25mg/tab 1 PC QD，04/27 由於
情緖低落及失眠加入 Trazodone 50mg/tab 1pc HS，
05/02 更改為 Sertraline HCl 20mg/ml 1 ml HS，05/09

由於病患復健時冒汗不適，且血壓有時會偏低。在
05/10 檢測生化值，腎功能及血糖正常，但是有低
血 鈉 (120 mEq/dL) 之 情 形 ， 因 此 先 停 用 了
Indapamide，並於食物中增加了鹽的量，但是臨床
上仍然偶有冒汗及血壓偏低之情形，於是 05/12 停
用了 Sertraline，持續觀察病患血壓情形，05/15 血
壓已較穩定，且在 05/19 鈉離子已恢復正常(142 

mEq/dL)(如附表二)。 

 

表二 

日期 0318 0510 0519 0522 

BUN mg/dL 36.3 24.9  15.3 
Creatitine mg/dL 1.52 1.09  0.79 
Na mEq/dL 137 120 142 141 
K mEq/dL 4.6 4.5  4.1 

 
討論與分析 

Sertraline導致低血鈉的機轉並不明確，但其可
能與其他的SSRI類的藥物一樣，這類藥物會發展出
低血鈉的危險因素，包括:65歲以上之老人、女性、
正在使用利尿劑、最近感染過肺炎、劑量過高，血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22Wang%20LH%22%5BAuthor%5D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22Lin%20HC%22%5BAuthor%5D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22Lin%20CC%22%5BAuthor%5D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0686480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0686480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0686480
javascript:AL_get(this,%20'jour',%20'Clin%20Pharmacol%20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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鈉的濃度在正常值以下。 

 

表一 (引起低血鈉可能藥物)
4
 

 
 

回顧個案，為71歲女性，使用 Indapamide 及
Exforge 控制血壓，後來醫師開立Sertraline HCl來
改善其情緒及睡眠問題，其在使用此藥前血鈉值正
常，但在第七天出現低血壓及冒汗情形，血鈉值為

120mEq/dL，故先停用利尿劑，排除其他因素後，
第10天停用所有藥物包含Sertraline，3天後血壓回
穩，停了Sertraline後第七天血鈉回復正常。疑似
Indapamide 與Sertraline HCl併服所導致低血鈉不
良反應發生〈Naranjo scale:3分〉。臨床上出現低血
鈉，必須先了解是否疾病所造成，進而考慮藥物之
因素，其中利尿劑在臨床上是最常見造成低血鈉之
因素，曾經有案例在使用利尿劑時又併用SSRIs

時，可能由於協同作用導致嚴重的低血鈉。1
 

 

結論 
SSRIs 類的藥物在65歲以上之老人、女性、正

在使用利尿劑、最近感染過肺炎、劑量過高、血鈉
的濃度在正常值以下的這些危險因子，有可能會發
展出低血鈉的情形，所以當SSRIs使用於這些高風
險病人時，由於可能發生的時間平均為13天(3至120

天)，故在前幾個星期內需要監測臨床徵兆及血鈉濃
度。3尤其對於年長的患者，本來腦神經就較容易受
到傷害，即使是輕微的低血鈉都可引起失神或步伐
不穩，故用藥時應該更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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