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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腸胃道基質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是腸胃道惡性肉瘤 (sarcoma) 中最常見的
一種，其腫瘤細胞起源於腸胃壁之間質細胞
(interstitial cell of Cajal)。 GIST 可出現於腸胃道
的任何一處，其中 50-60 % 發生在胃部，20-30 %
在小腸，10 % 在大腸直腸 1。GIST 最易轉移至肝
臟。目前醫界共識認為沒有良性的 GIST，所有的
GIST 都應視為惡性腫瘤，並且以腫瘤大小，有絲
分裂以及原發部位來評估復發的危險性，治療以手
術為主，轉移性病灶則輔以標靶治療。

體重減輕、肚子脹痛，也有 20 % 的病患在被診斷
以前是毫無症狀的。因為 GIST 可能發生於腸胃道
的任何一處，所以症狀會因患者發病的部位不同而
有所差異，若發生在食道，則會吞嚥困難；發生在
胃、小腸，則會脹氣、腸胃道出血；發生在大腸直
腸則會出現出血、疼痛以及腸阻塞。其中腸胃道出
血最為常見，約 50 %病患會發生。

流行病學
根據馬階醫院的回溯性研究指出，台灣每年
GIST 的發生率為每百萬人中 13.74 例 2。GIST 常
見於 50 歲以上的人。

致病機轉
GIST 的發生主要是歸因於細胞表面的幹細胞
因子接受器 (KIT)和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接受器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alpha,
PDGFRα) 之酪氨酸激酶 (tyrosine kinase) 的突
變，其中 KIT 佔了 75-80 %，而 PDGFRα 僅佔 5-10
%。KIT 在正常情況下，是經由幹細胞因子來調控，
而 GIST 則是因為 c-kit 基因突變，使得酪氨酸激酶
異常活化，且不受幹細胞因子的調控所致。
KIT 突變的 GIST 之中，大多數的突變發生在
exon 11 (佔 67.5 %)、其次是 exon 9 (佔 11 %)，
而 PDGFRα 的突變則多發生在 exon 18 (佔 6.3
%)3 (圖一)。GIST 患者中也有一些並沒有發生酪氨
酸激酶的突變，這種狀況稱為野生基因型
(wild-type) 的 GIST ， 佔 GIST 的 12-15 % ，
wild-type GIST 好發於年輕病患。

臨床症狀
GIST 初期症狀並不明顯，主要有食慾不振、
~1~

圖一:腸胃道基質瘤中 KIT 和 PDGFRα 的突變

診斷
GIST 的診斷包括胃鏡、大腸鏡等內視鏡攝
影，X 光消化道攝影、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以及正
子攝影等影像檢測。不論用以上哪一種檢查，若發
現可疑組織或疑似腫瘤的不正常區域，都需取出一
些組織，由病理科醫師進行活體切片檢驗，以確認
癌症類別。早期 GIST 常被誤認為平滑肌肉瘤或胃
癌 ， 直 到 1990 年 代 使 用 免 疫 組 織 染 色 法
(immunohistochemistry，IHC) 使 CD117 得以標記
(98 % GIST 患者其 CD117 呈現陽性反應，即使
wild-type GIST 其 CD117 仍是呈現陽性反應)，再
加上其他接受器和細胞蛋白質的共 同 表 現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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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it 基因的突變分析，並搭配細胞型態學及臨床準
則，目前可以得到相當正確的診斷 1,4。

病情惡化的現象。因此，對 imatinib 治療有反應的
患者，都應該長期服用之。

治療

表一 不同基因型和 imatinib 劑量之無疾病惡化存
活期的比較
無疾病惡化存活期
P 值
中位數
400 mg 800 mg
Exon 11
25 月
29 月
0.25
Exon 9
4月
19.5 月 0.0013
野生基因型
19 月
15.5 月
0.07

手術
目前手術仍然是 GIST 的標準治療方法，並且
是優先的治療方式，手術的目標是要將腫瘤完全切
除。如果腫瘤大小≧2 公分，則應該要切除，若腫
瘤大小< 2 公分，目前並沒有共識是否要進行手
術， 若 腫 瘤 太 大或很靠近血管，此時可先給予
imatinib 一段時間，待評估後再進行手術 5。由於
GIST 在 手 術 後 復 發 率 高 ， 因 此 手 術 後 應 服 用
imatinib 至少一年。
放射線治療和化學治療
放射線治療對 GIST 無效，但臨床上放射線治
療可應用於緩解因骨轉移引起的骨頭疼痛。GIST
患者使用化療的效果並不好，對於無法切除或轉移
性的 GIST，使用傳統用於其他惡性肉瘤的化療，
如 doxorubicin 和 ifosfamide，幾乎都沒效 6。
標靶治療
Imatinib (Glivec® )
Imatinib 是第一個針對癌細胞的癌化致病原因
所研發的藥品，它是一種多重標靶藥物
(multi-target agent)，可同時阻斷 BCR-ABL、KIT
及 PDGFR 之酪氨酸激酶的訊息傳導，進而使得癌
細胞停止增生。Imatinib 的使用將 GIST 的治療邁
入一個新的里程碑。研究顯示，使用 imatinib 治療
無 法 切 除 或 轉 移 性 的 GIST ， 其 疾 病 控 制 率
(disease control rate) 高達 83 %，中位存活期 57
個月，大幅提升 GIST 的治療效果 7。Imatinib 的
建議起始劑量是一天投與 400 mg，然而隨著服用
時間的增加，imatinib 的血中濃度會下降，原因是
體內有一個加速其代謝的機轉，因此患者也許需要
隨著時間而增加劑量。研究發現當 GIST 病患發生
病情惡化時，若將 imatinib 劑量由一天 400 mg 提
高到一天 800 mg，有將近 20 % 的病人病情獲得
穩定，不再繼續惡化 8。Imatinib 對於 exon 11 突變
的 GIST 其療效最好，exon 9 突變的 GIST 較差，
wild-type GIST 則最差 9。在一項大型研究中，針
對 GIST 患者，比較 imatinib 400 mg 和 800 mg 的
無 疾 病 惡 化 存 活 期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表一)，其結果告訴我們 exon 11 突變的
GIST 每天使用 400 mg 即可，但是 exon 9 發生突
變的 GIST 患者應該一開始就要每天使用 800
mg10。此外，一旦停止使用 imatinib 則會快速產生
~2~

Imatinib 常見的副作用包括腸胃不適、噁心、
嘔吐、腹瀉、疲勞、肌肉疼痛、水腫及紅疹，針對
不同的副作用，可給予不同藥物作症狀治療，絕大
多數患者對 imatinib 都有不錯的耐受性，可長時間
持續服藥，僅有 7 % 的病患會因為對 imatinib 的
副作用無法耐受而停止治療。若發生嚴重肝毒性、
體液滯留、出血等不良反應，imatinib 必須在症狀
緩解後再給予，要請病患注意，不要因為看到一些
副作用或以為病情已經穩定，就想自行減藥或停
藥，這都會造成病情惡化。
Imatinib 主要經由肝臟代謝，輕度、中度或重
度肝功能不全的病患應投與最小的每日建議劑量
400 mg，若產生病患無法忍受的毒性時，可降低劑
量。輕度腎功能不全病患(Clcr 40-59 ml/min)，最
大建議劑量為 600mg，中度腎功能不全病患(Clcr
20-39 ml/min)，起始劑量應減少 50%，之後再依狀
況增加，最高劑量不應超過 400 mg，至於重度腎
功能不全病患(Clcr <20 ml/min)，則應非常小心使
用。若絕對嗜中性白血球數目(ANC)<1.0×109/L 和
/或血小板<50×109/L 時，應先停止 imatinib 治療，
直到 ANC≧1.5×109/L 及血小板≧75×109/L，再以
先前的劑量重新開始 imatinib 的治療。
Sunitinib (Sutent® )
儘管 imatinib 大幅改善了 GIST 的治療成果，
但仍有 12 % ~ 14 %的患者會在服藥後六個月內產
生抗藥性，使得 imatinib 治療無效；而服用 imatinib
兩年後有將近一半的病患會出現治 療 無 效 的 情
況。這個問題在 2006 年初有了新的解決方法，該
年 1 月，FDA 核准一個多重標靶藥物 sunitinib 使
用於 imatinib 治療期間出現疾病惡化，或對 imatinib
副作用不能忍受之 GIST 患者。Sunitinib 和 imatinib
一樣皆能夠抑制 BCR-ABL、KIT 及 PDGFR 之酪氨
酸激酶的訊息傳導，但 sunitinib 還可以拮抗血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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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細 胞 生 長 因 子 接 受 器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VEGFR)，因此能抑制腫瘤
組織的血管新生，增加抗癌的效果。Sunitinib 對於
使用 imatinib 效果差的 wild-type GIST 以及使用
imatinib 治療無效的 KIT exon 13 和 PDGFR exon
14 突變都有不錯的療效。但是對 KIT exon 17 突變
以及 PDGFR exon 18 突變則兩者皆無效。研究指
出，針對使用 imatinib 無效或無法服用 imatinib 的
GIST 患者，使用 sunitinib 的平均腫瘤惡化時間是
安慰劑的 4 倍多 ( sunitinib 是 27.3 週，安慰劑僅
有 6.4 週 )，此外在整體存活率和疾病控制率方
面，sunitinib 都有明顯的優勢 11。
Sunitinib 常見的副作用包括腹瀉、疲倦、噁
心、嘔吐、手足症候群 (hand-food syndrome)、蛋
白尿、血壓上升、甲狀腺功能低下等，通常暫停服
藥或減少劑量都可使其不良反應得到控制。
Sunitinib 也 有 心 臟及血液學方面較嚴 重 的副作
用，若有鬱血性心衰竭的臨床表現，則建議停用此
藥。Sunitinib 之建議劑量為每天 50 mg，以連續服
用四週後接著停藥休息兩週的方式給藥。Sunitinib
可隨餐服用，亦可空腹服用。在健保给付方面，
sunitinib 限用於以 imatinib 治療期間出現疾病惡化
或對該藥出現不能忍受之副作用，若使用此藥品出
現疾病惡化或對該藥出現不能忍受之副作用，不得
替換使用 imatinib 治療。
Sunitinib 用於有 Child-Pugh A 或 B 類肝功能
不全的患者無需調整劑量，但 CYP3A4 強抑制劑可
能會提高 sunitinib 的血漿濃度，建議選擇不會抑制
此酵素的其他替代藥品，並且提醒病患不要喝葡萄
柚汁。而 CYP3A4 誘發劑則會降低 sunitinib 的血
漿濃度，最好也避免使用，此外，聖約翰草(St.
John’s Wort)可能會降低 sunitinib 的血漿濃度，因
此接受 sunitinib 治療的患者不可併服聖約翰草。由
於所有研究都排除血清肌酸酐大於 2 倍正常上限值
的病患，所以這類病患盡量避免使用。
未來發展藥物
Nilotinib (Tasigna® )
Nilotinib 是屬於第二代的口服酪氨酸激酶抑制
劑，目前已核准用來治療對 imatinib 有抗藥性或耐
受性不良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Nilotinib 可抑制 KIT
及 PDGFR 的活化，研究發現它對同時產生 exon 11
和 exon 14 突變且使用 imatinib 無效的 GIST 仍然
有不錯的療效 12。
Sorafenib (Nexavar® )
Sorafenib 也是一種口服多重標靶藥物，目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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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用於治療晚期腎細胞癌以及肝癌。Sorafenib
可抑制 細胞 表面 之 VEGFR、PDGFR、 KIT 和
FLT-3(fms-like tyrosine kinase receptor-3) 的 活
化，除此之外，它還可以抑制細胞質內 RAF 的活
性。RAF 是一種傳遞訊息蛋白質，若抑制其活性則
可抑制細胞的生長。研究發現，此藥用在 imatinib
及 sunitinib 治療皆失敗的 GIST 病患依然有效 13，
原因可能就是因為它可以抑制 RAF，使得細胞內的
訊息傳遞中斷。
Dasatinib (Sprycel® )14
Dasatinib 也是屬於第二代的口服酪氨酸激酶
抑制劑，目前用於對 imatinib 有抗藥性的慢性骨髓
性白血病以及急性淋巴性白血病。Dasatinib 可抑
制 BCR-ABL、KIT 及 PDGFR 的活化，Phase II
研究顯示 dasatinib 對 imatinib 有抗藥性的 GIST 之
治療極具潛力。
Vatalanib (PTK787) 14
Vatalanib 是一種新的口服酪氨酸激酶 抑 制
劑，可抑制 VEGFR、PDGFR 以及 KIT 的活化。
目前 vatalanib 對 imatinib 有抗藥性的 GIST 之治
療，正在進行 phase II 試驗。
Everolimus (Afinitor® )14
Everolimus 是口服之 mTOR 抑制劑。mTOR
也是一種傳遞訊息蛋白質，對於細胞的生長和生存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研 究 發 現 當 everolimus 與
imatinib 合併使用可以用來治療已對 imatinib 有抗
藥性的 GIST 患者。
HSP-90 (Heat shock protein 90) 抑制劑 14
HSP-90 可以保護一些致癌基因蛋白質和細胞
膜接受器，免受酵素系統的分解，而 HSP-90 抑制
劑則會使其保護力消失，因而導致癌細胞的凋亡。
研究顯示對 imatinib 產生抗藥性的 GIST，其癌細
胞十分依賴 HSP-90 的保護，使其不斷增生。因此，
HSP-90 抑制劑對 imatinib 有抗藥性的 GIST 患
者，將會是另一種可行的選擇。
IGF-1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
抑制劑 14
最近許多研究指出，GIST 病患其 IGF-1R 活性
有過度表現情形，特別是兒童型和 wild-type GIST
患者尤其明顯。初步研究顯示，使用 IGF-1R 抑制
劑可以減少 GIST 腫瘤細胞株增生並且造成其死
亡。目前有許多 IGF-1R 抑制劑的臨床試驗正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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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英文縮寫與全文對照表
BCR-ABL Breakpoint cluster region-Abelson
proto-oncogene
FLT-3
Fms-like tyrosine kinase receptor-3
GIST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HSP-90
Heat shock protein - 90
IGF-1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
mTOR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PDGFR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VEGFR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5.
6.
7.

8.

結論
GIST 是第一個使用標靶治療的固體腫瘤，
imatinib 可以有效延長 GIST 病患的壽命。若 GIST
病患不能忍受 imatinib 的副作用或對 imatinib 產生
抗藥性，則可採用第二線用藥 sunitinib。由於 GIST
的基因變異非常複雜，因此針對個人突變基因的不
同而採用對應的療法顯得特別重要，雖然醫界普遍
認為每個 GIST 病患都應接受腫瘤基因分析，以利
掌握藥物療效與病情進展預測，不過現階段臨床治
療還未依據病人的基因型態給藥。此外，GIST 仍
無法單靠這兩種藥物作永久控制，還需要繼續不斷
的研究，才能發展出更有效的藥物與方法，來治療
此一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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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性乳癌化療抗藥機轉與新藥發展對策
-以 Ixabepilone 為例
宋慧蒂 1,3 陳銘鴻 1,3 戴慶玲 1,3 黃承華 2,3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1 藥劑部、2 內科部 血液腫瘤科、3 長庚大學醫學院

前言
根據衛生署2010年更新之臺灣人口健康資料
統計指出，排名第一之死亡原因為惡性腫瘤，佔所
有死因之27％；而女性乳癌自民國75年十大癌症死
因之第六位，上升為民國97年的第四位，佔所有女
姓癌症死因的11﹪，僅次於肺癌、肝癌、大腸直腸
~4~

癌 1。
乳癌患者中約有10％將發展成為轉移性乳癌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MBC） 2。近二十年
來，乳癌在荷爾蒙治療、化學治療及標靶治療均有
重大突破，因此大大提升了療效，改善了病患生活
品質，亦延長了患者的存活時間。但超過9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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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C病人終究無法避免治療失敗之命運。而造成失
敗之主要原因在於抗藥性的產生3。
藥界及各大藥廠在研發新的治療目標及治療
方式時，亦竭力研發新藥物來延緩或防堵抗藥性之
產生。本文將探討 MBC 產生抗藥性之機轉，並介
紹可對抗 MBC 抗藥性的新藥-Ixabepilone (Ixempra)。

乳癌之藥物治療
目前乳癌藥物治療大致可分為化學治療、荷爾
蒙治療及標靶治療三大類。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許可治療
乳癌之藥物甚多。因療效、副作用及臨床試驗證據
之考量有些藥物已很少使用，目前較常使用之藥物
如下：
化學治療
1. Anthracyclines：doxorubicin、epirubicin、
doxorubicin-liposome。
2. Taxanes：paclitaxel、docetaxel。
3. Vinca alkaloids：vinorelbine。
4. Antimtabolites：5-fluorouracil、
capecitabine、gemcitabine、methotrexate。
5. Alkylating agents：cyclophosphamide。
荷爾蒙治療
1. 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
（SERMs）：tamoxifen、toremifene。
2. Estrogen receptor downregulators(ERDs)：
fulvestrant。
3. Aromatase inhibitors ： anastrozole 、
exemestane、letrozole。
4. Estrogens：diethylstilbestrol。
5. Progestins ： megestrol acetate 、medroxyprogestrone acetate。
6. Luteinizing hormone-releasing hormone
(LHRH) agonist：goserelin。
標靶治療
1. 單 株 抗 體 （ monoclonal antibody ）：
trastuzumab、bevacizumab、
2. ranibizumab、pertuzumab。
3. 酪 胺 酸 激 酶 抑 制 劑 （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gefitinib、erlotinib、dasatinib、
sorafenib、sunitinib、lapatinib。

轉移性乳癌之藥物組合
隨著乳癌分子生物研究之突破，並且利用組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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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片（tissue microarray）…等生物技術來篩選特
定基因分子4，可將乳癌作不同的分類，而不同類型
之乳癌亦有其較適當之治療方式5，也因此醫療客製
化已蔚為新風潮。
依 據 2010 美 國 全 國 癌 症 資 訊 網 （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之臨床
癌症指引，MBC之化學藥物治療有相當多的組合方
式 （ 表 一 ） [6] 。 MBC 患 者 主 要 使用 的 藥 物 有
anthracyclines 與 taxanes ， 當 病 人 俱 有
anthracyclines 抗 性 時 ， 根 據 綜 合 分 析
（Meta-Analysis）文獻建議，同時併用taxanes類
的 藥 品 會 是 較 佳 的 選 擇 7,8 。 如 病 患 俱 有
anthracyclines 、 taxanes 抗 性 時 ， 則 可 使 用
capecitabine；如病患同時對上述三類化學藥物均
有抗藥性，有相關文獻支持而可供選擇的藥物有
irinotecan、pemetrexed disodium、vinorelbine及
gemcitabine，但其反應率分別只有22％、8％、16
％及20％ 9-12 。所以為因應抗藥性MBC之後續治
療，開發新藥物是刻不容緩的。
表一、NCCN 建議治療轉移性乳癌之化學藥物組合 6。
單一化療藥物
Anthracyclines（doxorubicin, epirubicin, or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Taxanes （ paclitaxel, docetaxel, or albumin-bound
paclitaxel）
Anti-metabolites（capecitabine or gemcitabine）
Other microtubule inhibitors（vinorelbine）
組合式化療藥物
CAF/FAC—cyclophosphamide/doxorubicin/fluorouracil
FEC—fluorouracil/epirubicin/cyclophosphamide
AC—doxorubicin/cyclophosphamide
EC—epirubicin/cyclophosphamide
AT—doxorubicin/docetaxel or doxorubicin/paclitaxel
CMF—cyclophosphamide/methotrexate/fluorouracil
GT—gemcitabine/paclitaxel
Ixabepilone ＋ capecitabine
其它可應用化療藥物
Cyclophosphamide
Mitoxantrone
Cisplatin
Etoposide（oral）
Vinblastine
Fluorouracil
Ixabepilone

化學藥物之抗藥性機轉
化療藥物要能進入癌細胞內，並且能夠在細胞
內產生足夠的藥物濃度，而藥物同時也要能夠代謝
成對癌細胞有毒性的產物，方能進一步與癌細胞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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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蛋白質結合，干擾癌細胞的正常功能；或者直
接破壞癌細胞的DNA，繼而啟動癌細胞的自殺機
轉，最後才能造成癌細胞的死亡。癌細胞如果在前
述連鎖步驟中的某一歩，逃脫化療藥物的攻擊，則
癌細胞無法被消滅，此時就會有藥物抗性的情形發
生。
化療藥品產生抗藥性之時機可分為治療初期
及後期兩種狀況，初期抗藥性定義為腫瘤細胞對治
療藥物一開始就不敏感，後期抗藥性則於起始治療
有反應，因腫瘤對治療產生抗藥性而失去效用，產
生抗藥性之可能作用機轉甚為複雜，究其原因可分
為宿主及腫瘤因素兩類（圖一）略述如下：

圖一 腫瘤對化學治療產生抗藥性之可能作用機轉甚為
複雜，究其原因可分為宿主及腫瘤因素兩類。

宿主因素（Host factors）
(1) 病人對藥物吸收、分佈、及排除之改變，造成
到達腫瘤細胞之藥物量改變。
(2) 病人體內特定代謝酵素增加，使化療藥物去活
化。
(3) 病人正常細胞對化療藥物敏感度較高時，可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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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較大副作用，而需調降劑量導致患者無法
接受足夠量之藥物治療。
腫瘤因素（Tumor factors）：
(1) 腫瘤生長的位置：癌細胞躲在不易受藥物攻擊
的地方，例如中樞神經系統，許多化療藥物常
無法有效通過腦血障壁（blood-brain barrier：
BBB ） 進 入 腦 部 （ pharmacologic sanctuary
site）13, 14，因此只能扮演有限的角色。
(2) 腫瘤生長的速度：不同的癌細胞其生長速度不
盡相同 15。當癌細胞複製的倍增時間（tumor
doubling time：TDT）長；也就是腫瘤生長速度
較慢時，細胞生長的 G0 靜止期也較長，故生長
速度較慢的腫瘤細胞對化療藥物的感受性通常
也較低 16。
(3) 腫瘤體積的大小：固態腫瘤體積大，如細胞氧
氣及養份不及供應時易造成腫瘤生長速度較
慢，相對的進入細胞增殖分裂週期之癌細胞比
率亦較低（Low growth fraction of tumors ），
而藥物只有在癌細胞在進行增生中的某個階段
才有效果，若不是處於這個易受攻擊的時期，
打進去的藥物作用自然就大打折扣 16。
(4) 化療藥物攝入減少：腫瘤細胞表面載體蛋白基
因改變，無法將足夠藥品帶入細胞內殺死癌細
胞。例如還原葉酸載體（reduced folate carrier）
的基因突變，造成 MTX 對載體之親合力下降，
而無法進入腫瘤細胞 17-19。
(5) 化療藥物排出增加：腫瘤細胞可藉由 adenosine
triphosohate(ATP)- binding cassettes：ABC 運
輸蛋白的過度表現將細胞內之藥物排出細胞
外，故無法在細胞內累積足夠高的濃度來毒殺
癌細胞，利用此機轉癌細胞則可同時對多種化
療藥物產生抗藥性 20，詳見表二。造成 ABC 運
輸蛋白過度表現的相關基因，例如：multidrug
resistance 1（MDR-1）基因會影響 ABCB1 運
輸蛋白又 名 p-glycoprotein 運輸 蛋 白 的 表 現
21-23
，根據一綜合分析（meta-analysis）的文獻
指出有將近 40%的乳癌腫瘤有此運輸蛋白表現
異常的問題，而此族群的患者將比不俱有此異
常運輸蛋白表現的病患，高出 3 倍的化療失敗
機會 24。
(6) 藥物作用的改變
藥物活性的降低：腫瘤細胞內缺少或無足夠之
酵素或觸媒可有效活化藥物。例如：癌細胞中
無足夠量的 uridine-cytidine kinase，cytarabine
則無法被有效的磷酸化，而造成腫瘤細胞對此
化療藥物的抗性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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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作用的降低：有些癌細胞會增加受藥物抑
制分子的數量，來抗衡化學藥物的攻擊。例如，
癌細胞藉由增加葉酸還原酶基因的數目，增加
葉酸還原酶（dihydrofolate reductase：DHFR）
分子的數量，變成對 methotrexate 有抗藥性。
依 相 同 的 原 理 thymidylate synthase(TS) 增
加，造成 5-Fluoruracil 的抗藥性 26, 27。此外，
化療藥物對細胞而言是毒物，正常細胞內當然
有一套解毒的作用機轉，癌細胞內的解毒機轉
若較發達，就會產生抗藥性，而降低化療藥物
造 成 癌 細 胞 的 損 害 。 glutathione-synthases
（GSH）可藉由移除自由基的毒性，而減少化
療藥物產生自由基對癌細胞 DNA 的損害。故癌
細 胞 內 GSH 的 表 現 增 強 ， 則 platinum
compounds 較不易與細胞 DNA 結合，而已形
成之 Platinum-DNA 之複合體也較容易被修
復，最後腫瘤細胞亦會有抗藥性 28。依相同原
理，glutathione S-transferases（GSTs）增加，
則可造成 cyclophosphamide 及 taxanes 的失效
[29, 30]。Aldehyde dehydrogenase（ALDH）
之異構型 ALDH1A1 及 ALDH3A1 增加，則可造
成 cyclophosphamide 的失效 31。
藥物作用標地物的改變：化療藥物作用處的結
構改變造成藥物與作用點之結合率改變，如 β
tubulin III 過度表現，將降低 paclitaxel 之療效
32, 33
。
(7) 其他
腫瘤細胞基因修復的增加核甘酸切除修復
(nucleotide excison repair)在 DNA 的修復扮演
著重要角色，如自體修復能力增強，就更能對
抗化療藥物的追殺。切除修復交叉互補
（ excision repair cross- complementation
group 1： ERCC1）蛋白，即是核甘酸切除修
復中的速率決定因子；如 ERCC1 蛋白的表現增
加就能更有效率地修復因 platinum compounds
而複製受阻礙的腫瘤細 DNA [34-36]。依相同原
理，ribonucleotide reductase M1(RRM1) 及
RRM2 增 加 ， 則 造 成 gemcitabine 及
hydroxyurea 抗藥性的產生 37, 38。
p53 腫瘤抑制基因的缺陷：p53 基因的表現可
停止細胞活動以利進行基因修復，當基因損壞
無法修復時則令此細胞凋亡（apoptosis）
。腫瘤
細胞之 p53 基因訊號如有缺陷，則不會有引發
細胞死亡的功能，故對藥物引起的 DNA 受損產
生耐受性，而使部分化療藥物失效。例如約有
25％的乳癌患者其抑癌基因 p53 發生突變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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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對 doxorubicin 及 taxanes 之低感受性
40-42
。
錯誤配對修復（mismatch repair：MMR）機
制的缺陷：hMLH1 及 hMSH2 是 DNA 配對修
復系統中兩個主要的基因，這兩個基因之啟動
子過度甲基化會導致 MMR 的不表現，使細胞基
因喪失錯配修復引發細胞死亡的功能，而造成
細胞癌化現象，並且對藥物引起的 DNA 受損產
生耐受性，有文獻指出其與乳癌患者對化療藥
物 cyclophosphamide、methotrexate、
5-fluorouracil 及 anthracyclines 的低反應率有
關 20, 43, 44。
以上所述，將目前較了解之部分予以介紹，仍有很
多機轉有待進ㄧ步研究與證實。

開發中新藥
為因應多重抗藥腫瘤發生率的提高，多種試驗
中的新藥已進入研發階段，分類如下：
1. Epothilones：ixabepilone、dehydelone、
sagopilone、patupilone 45。
2. Halicondrin B：eribulin。
3. Vinca alkaloid：vinflunine。
4. Nanoparticle albumin-bound paclitaxel。
5. Taxanes：lorataxel、orataxel。
6. P-glycoprotein 抑制劑：tariquidar、
zosuquidar、laniquidar 46。
目前僅 ixabepilone(Ixempra)獲得美國 FDA 核
准應用於使用 anthracyclines 及 taxanes 治療失敗
之 轉 移 性 乳 癌 。 Ixabepilone 是 新 一 代 屬 於
epothilone 的化學藥物，對 taxanes、anthracyclines
和 vinca alkaloid 造成的抗藥性，具低感受性。
Ixabepilone 可 合 併 capecitabine 治 療 對
anthracyclines 及 taxanes 有抗藥性或使用禁忌之
轉移性乳癌病患。Ixabepilone 亦可單獨應用於對
anthracyclines、taxanes 及 capecitabine 具有抗藥
性或難以治療的轉移性乳癌病患 47 。以下介紹
ixabepilone 相關對抗抗藥性之藥理機轉、藥動、臨
床效益及安全性。
對抗抗藥性之藥理機轉
Ixabepilone 作 用 機 轉 與 taxanes 類 似 ，
taxanes 能與 tubulin 結合，穩定微管，且干擾有絲
分裂，進而引發細胞凋亡(apoptosis)。在癌細胞中
發現多種 β-tubulin isotype，而其中 βⅢ-tubulin
isotype 的過度表現，可能導致腫瘤細胞對 taxanes
產生抗藥性。若微管一旦發生突變或 βⅢ-tubulin
過 度 表 現 ， taxanes 就 易 失 去 抗 癌 效 果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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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abepilone 仍可與 βⅢ-tubulin 結合，引發微管絲
的聚合及穩定化，導致腫瘤細胞活動靜止於細胞週
期之 G2-M 期，最後引發細胞凋亡(apoptosis)47，(詳
見圖二)。

臨床效益
已有許多臨床試驗對 ixabepilone 應用於乳癌
的效果進行評估（詳見表三）。在多個第二期的試
驗中,單獨應用 ixabepilone 於對 anthracyclines、
taxane、capecitabine 產生抗藥性之 MBC 其總反
應率為 11.5%~57%,總存活時間為 7.9~22 個月。
合 併 lxabepilone 及 capectitabine 應 用 於 對
anthracyclines 及 taxanes 產生抗藥性之 MBC 的療
效及安全性均優於單獨使用 capecitabine 45。2010
年一大型第三期人體試驗中（n=1221），指出合併
ixabepilone 及 capectitabine 較 單 獨 使 用
capectitabine 有意義地延緩復發的時間 6.2 個月
（CI：5.6~6.8） v.s. 4.4 個月（CI：4.1~5.4）
，其
疾病復發的機率亦相對可降低 21%。並且其總反應
率亦有意義地提高 1.5 倍（43.3％ vs 28.8％，P＜
0.0001），而此延緩疾病復發的效果似乎在白人、
黑人及 亞洲 人中 以亞 洲人 種較 為明 顯（ hazard
ratio：0.65；CI：0.45~0.94）50。

圖二、Ixabepilone 作用機轉：ixabepilone 可與微管
（microtubues）之 β-tubulin 次單位相結合，引發微管
絲之聚合及穩定化，導致腫瘤細胞活動靜止於細胞週期
之 G2-M 期，最後引發細胞凋亡（apoptosis）
。A. 正常
動態之微管絲；B. ixabepilone 引發靜態微管束之形成。

安全性
非血液學毒性
lxabepilone 引起的非血液學毒性不良反應主
要多為神經、周邊感覺神經病變（表三），而單獨
使用 Ixabepilone 於抗藥性 MBC 病患中,有 13%及
1%會產生中度或重度之周邊神經病變,但皆可在
5.4 個星期後緩解改善。如果併用 capectitabine 後,
其中有 22.7%及 19%會產生輕度及重度之感覺神
經病變 45, 50。 lxabepilone 引起之周邊神經病變為
劑量依賴型,可經劑量之調整而獲得改善。

P-glycoprotein 是多重抗藥性(multiple drug
resistance-1；MDR-1)基因的蛋白質產物，是一種
efflux transporter(外流幫浦)，會將化學藥物由細胞
內 打 到 細 胞 外 ， 是 腫 瘤 細 胞 對 taxanes 、
anthracyclines、及 vinca alkaloids 產生抗藥性的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而 ixabepilone 不 易 受 到
P-glycoprotein 的 影 響 ， 在 體 外 實 驗 發 現
ixabepilone 對 p-glycoprotein 有較低的敏感度，因
此對 taxanes 已有抗藥性的病患，ixabepilone 仍能
達到一定的治療效果。45
藥物動力學
Ixabepilone 在 15-57mg/m2 之劑量範圍內會有
線性藥動之特性，到達藥物穩態期（steady state）
時，其分佈體積可大於 1000L，其蛋白質結合率約
有 67-77％ 48，ixabepilone 可在肝臟作首次代謝，
可 為 CYP-3A4 氧 化 代 謝 成 30 幾 種 代 謝 產 物
[49]。而靜脈注射 ixabepilone 後約有 65％於糞便
排出，而約有 21％於尿液中排出 48； ixabepilone
之終端排除半衰期為 52 小時 49，而在許可之使用
劑量下，一般療程的時間將近為終端排除半衰期的
十倍，所以並不預期會有體內蓄積的問題 48。

~8~

血液學毒性
lxabepilone 引起的血液學毒性主要多為嗜中
性白血球減少(Neutropenia)及發熱型嗜中性白血
球減少症（Febrile Neutropenia）（表三）。發熱嗜
中性白血球減少症是一種危急的狀況，病患之免疫
抵抗力低下，又合併有感染的現象，需立即評估與
處理，中性球低下是癌症病人接受化學治療後常見
的副作用，因為潛在增加感染的機會，有時會導致
致命的感染併發症。而單獨使用 ixabepilone 於抗
藥性 MBC 病患中，約有 14%~58%會發生嗜中性
白血球減少，而約有 0~14%會出現發熱型嗜中性白
血 球 減 少 。 如 果 併 用 capectitabine 後 ， 約 有
68~73%出現嗜中性白血球減少，而約有 2~7%會
出現發熱型嗜中性白血球減少。45, 50。
過敏反應
因為 Ixabepilone 之劑型中，含有助溶劑 C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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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r,故有 4~8%使用 ixabepilone,的病人，會產生
輕度及中度之過敏反應,此過敏反應可以使用抑制
肥大細胞釋出過敏物質之 H1 及 H2 拮抗劑或
dexamethasone 來加以防範 45, 50。
肝毒性
因為 Ixabepilone 可在肝臟代謝,故有較大之機
會造成中度至重度肝功能不全之危險性。也因此，
Ixabepilone 之劑量亦需依肝功能狀況而作調整劑
量，如下：
1. Ixabepilone 劑量不需調整時機：血液中膽紅素
濃度(bilirubin)不超過 1 倍以上標準值上限(the
upper limit of normal;ULN), 或 肝 臟 酵 素
(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 或
alanine
transaminase ;ALT)濃度不超過 2.5 倍 ULN。
2. Ixabepilone 與 Capecitabine 不可合併使用時
機：膽紅素濃度超過 1 倍以上 ULN, 或肝臟酵素
(AST 或 ALT)濃度超過 2.5 倍 U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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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獨使用 Ixabepilone 時，劑量調整時機：
起始劑量要低於 20 mg/m2 ：膽紅素濃度超過
1.5- 3 倍的 ULN 和肝臟酵素(AST 或 ALT)超過
10 倍 ULN。
起始劑量要低於 32 mg/m2：膽紅素濃度低於 1.5
倍 ULN, AST 及 ALT 濃度低於 10 倍 ULN。
起始劑量要低於 40 mg/m2：膽紅素濃度低於 1
倍 ULN, AST 及 ALT 濃度低於 2.5 x 倍 ULN。

結論
lxabepilone 已被美國 FDA 核准單獨或合併
capectitabine 應 用 於 治 療 對 anthracyclines 及
taxanes 具抗藥性或難以控制之乳癌或轉移性乳
癌，且經第二、第三階段臨床人體 試 驗 證 實 ，
ixabepilone 確可降低疾病復發率，並延長復發時
間，而其用藥引發之神經病變，亦可被控制。所以
針對無法以標準化療控制之轉移性或嚴重性之乳
癌，ixabepilone 可提供一個新的治療選擇。

表二、抗藥基因 MDR-1、MRP-1、BCRP 及 MRP-2 異常的表現，分別會造成 ABCB1、ABCC1、ABCG2 及 ABCC2 運輸蛋白
之功能之質與量的增加，最後導致多種化療藥物的失效 20。
抗藥
基因
轉錄
蛋白

失
效
化

MDR1

MRP1

BCRP /MXR

MRP2

ABCB1/P-gp

ABCC1

ABCG2

ABCC2

Anthracyclines
(doxorubicin, daunorubicin,
epirubicin, mitoxantrone)

Anthracyclines
(doxorubicin, daunorubicin,
epirubicin)

Anthracyclines
(doxorubicin, daunorubicin,
epirubicin, mitoxantrone)

Topoisomerase inhibitors
(etoposide,
teniposideazatoxin)

Topoisomerase inhibitors
(etoposide)

Topoisomerase inhibitors
(topotecan, irinotecan, SN-38,
indolocarbazole NB-506,
indolocarbazole J-107088)

Vinca alkaloids (vincristine,
vinblastine)

療

Alkaloids (cepharanthine,
homoharringtonine)

藥

Taxanes (paclitaxel,
docetaxel)

物

Antitumour antibiotics
(actinomycin D, mitomycin C)

Vinca alkaloids (vincristine,
vinblastine)

Antimetabolites (methotrexate)

Antitumour antibiotics
(actinomycin D)

Anthracenes (bisantrene)

Antimetabolites
(methotrexate)

Anthracyclines
(doxorubicin, mitoxantrone)
Topoisomerase inhibitors
(etoposide, irinotecan, SN-38)
Vinca alkaloids
(vincristine, vinblastine)
Antimetabolites (methotrexate)
Platinum compounds
(cisplatin)

Flavonoids (flavopiridol)

Antimetabolites (cytarabine)
Acridines (amsacrine)
Anthracenes (bisantrene)
MDR, multi drug resistance; P-gp, P-glycoprotein; MRP, multidrug resistance protein; MXR,mitoxantrone resistance; BCRP ,breast cancer resistance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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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Ixabepilone 第二及第三階段臨床試驗治療抗藥轉移性乳癌之療效及安全性比較。
療效

參考文獻

化學治療

可評
估病
患
人
數

整
體
反應
率

疾
病
穩定
率

反應
期
中位
數

血液學毒性
嗜中 發熱
性白 嗜中
血球 性白
減少 血球
症
減少
症
(%)
(%)

安全性
非血液學毒性
感覺 肌肉 疲倦
神經 痛或
病變 關節
痛

(月)
(%)
(%)
(%)
合併療法 : Ixabepilone + capecitabine
Ixabepilone 每三週注射40 mg/m2
Phase III
Capecitabine 每天口服2000 mg/m2
(2010)
1221 43.3 37.0
73.0
7.0
22.7
Joseph et al.
每兩週休息一週
Ixabepilone 每三週注射40 mg/m2
Phase I/II
Capecitabine 每天口服2000 mg/m2
(2008)
72/76 30.0 32.0
6.9
69.0
2.0
19.0
Bunnell et al.
每兩週休息一週
Ixabepilone 每三週注射40 mg/m2
Phase III
Capecitabine 每天口服2000 mg/m2
(2007)
737
35.0 41.0
6.4
68.0
5.0
21.0
Thomas et al.
每兩週休息一週
單一療法 : Ixabepilone
Phase II
Ixabepilone 每三週注射40 mg/m2
(2007)
126
11.5 50.0
5.7
54.0
3.0
14.0
Perez et al.
Phase II
Ixabepilone 每三週注射40 mg/m2
(2007)
49
12.0 41.0 10.4 53.0
6.0
12.0
Thomas et al.
Phase II
Ixabepilone 每三週注射40 mg/m2
(2007)
65
42.0 35.0
8.2
58.0
3.0
20.0
Roché et al.
Phase II
Ixabepilone 每三週連續注射6
(2007)
23
57.0 26.0
5.6
22.0
0.0
0.0
mg/m2五天
Denduluri et al.
Phase II
Ixabepilone 每三週連續注射6
(2005)
37
22.0 35.0
3.9
35.0 14.0
3.0
mg/m2五天
Low et al.
Phase II
Ixabepilone 每三週注射40 mg/m2
(2005)
161
61.0 31.0
14.0
3.0
1.0
Baselga et al.
註：整體反應率：overall response rate；疾病穩定率：stable disease；反應期中位數：median duration of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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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瑞氏症（Tourette's disorder）面面觀
陳家揚 鄭吉元 陳琦華
林口長庚醫院 藥劑科

前言
1885年，一位法國醫師Georges Gilles de la
Tourette從九位病人身上發現一些不自主的動作及
聲音抽動（tics）的現象，後來這類的疾病就被命
名為Gilles de la Tourette syndrome，近來簡化為
「妥瑞氏症（Tourette's disorder）」。

流行病學
妥 瑞 氏 症會 發 生 於所 有 的種 族 及社經 階 層
中，其盛行率在西方國家的學齡孩童中約有
1-3%1，在台灣則是約有0.56%2；另外在男女生的
比例方面，西方國家男女的比例約為4.3:13，台灣
則是9:22。

Tics分成動作及聲音型，各自又可分為簡單與
複雜型共四種型態（表一）6。
通常剛發病時，會先從簡單聲音型/動作型開
始，數年後才開始出現複雜聲音型/動作型5。Tics
可由意志力控制，或是當專注某一事物時便會暫時
的消失，例如患者在玩樂器或遊戲時。當面臨壓力
或緊張及疲勞時則可能明顯增加tics的發生頻率及
強度7。

診斷標準
根據美國精神學會第四版的診斷和統計手冊
（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ition text revision; DSM-IV-TR）
8
，妥瑞氏症的診斷準則如下（表二）。

表一.妥瑞氏症的tics6

•
•
•
•
•
•
•
•
•
•
•

聲語型的抽動
簡單聲語型（simple phonic 複雜聲語型（complex phonic
tics）
tics）
咳嗽
言語重覆（palilalia）
清喉嚨
說出一些不雅、猥褻字句（穢
擤鼻涕
語症，coprolalia）
吞嚥
不自主的重覆別人說過的話
尖叫聲
（echolalia）
犬吠聲
似豬的咕嚕聲
吸氣或喘氣
動作型的抽動
簡單動作型（simple motor 複雜動作型（complex motor
tics）
tics）
陣攣性（clonic）
碰觸別人身體或東西
眨眼睛
跳躍
搖頭晃腦
跑步
皺鼻子
跺腳
肌張力異常性（dystonic） 乾嘔
眼瞼痙攣
反覆寫同一個字
眼球轉動
模仿別人的動作
聳肩
（echopraxia）
磨牙
猥褻不雅的行為
下顎維持打開
（copropraxia）
強直性（tonic）
合併搖頭晃腦和聳動身體
腹部收縮
自然流露出強迫性的行為
手腳晃動
手指移動

臨床表徵
妥瑞氏症最典型的症狀是不自主的動作及聲
音抽動（tics）。Tics常起始於2至15歲，大部份出
現在6.4歲左右4，成年之前會逐漸消失，少部分的
患者會終生帶有症狀，但其症狀會比青春期來的緩
和5。
~12~

表二. 妥瑞氏症的診斷準則8
1. 在疾病期間同時出現多種動作型抽動與一種或多種
聲音型抽動（儘管不同時發生也算）。
2. 每天出現好幾次的抽動（通常是一陣一陣的）或一
段時期內間歇性出現症狀，持續超過一年，而且這
段期間沒有中斷過連續三個月。
3. 在18歲以前出現症狀。
4. 症狀的出現不是導因於直接的物質生理作用（如使
用興奮劑），或是其他疾病造成（如亨丁頓舞蹈症
或病毒引起的腦膜炎）。

病因
妥瑞氏症真正的病因目前尚未確定，常見的理
論有下列三種：
A.病理生理學理論
從使用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 ）及dopamine receptor blocking drugs
可以改善tics及其合併的症狀來推測，妥瑞氏症可
能與serotonin及dopamine等神經傳導物質有關9，
其中最明顯的便是dopamine。在患者的腦中發現，
其基底核（basal ganglia）及額葉皮質區（frontal
cortex）神經元突觸前的dopamine transporter及
dopamine D2 receptors 密 度 明 顯 增 多 ， 導 致
dopamine的釋放及回收增加而造成症狀。因此推論
妥瑞氏症的病因之一可能是和腦內的dopamine神
經元分布增加有關9。
B. 基因遺傳理論：
從家族史分析發現妥瑞氏症有自體顯性
（autosomal dominant）遺傳傾向。基因方面目前
則是發現chromosome 13上的SLITRK1（Sli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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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k-like family member 1）10及chromosome 15上
的L-histidine decarboxylase（HDC）11基因序列突
變與妥瑞氏症有相關性。
C.自體免疫理論：
研究發現妥瑞氏症和鏈球菌感染後所產生的
免疫反應有關，其可能的機轉是鏈球菌感染後，人
體內產生的抗體除了會去攻擊鏈球菌外，還會去攻
擊中樞神經系統內和鏈球菌相似分子量的神經細
胞而造成腦部神經元功能異常12。

妥瑞氏症的合併行為
因 妥 瑞 氏 症 通 常 會 合 併 強 迫 症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OCD）及注意
力 缺 陷 過 動 症 （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所以tics、OCD及ADHD這三
種 症 狀 的 組 合 又 稱 為 Tourette's syndrome
triad13。研究顯示男童比較會偏向tics合併ADHD，
而女孩則是tics合併OCD13。其他尚有一些精神方
面的 問 題 ， 如 具有攻擊性、焦慮、雙極性疾病
（bipolar disorder）、憂鬱及衝動行為。研究統計
發現台灣6-12歲患有妥瑞氏症的孩童合併ADHD者
約有36%，輕度的自我傷害行為約有27%，合併
OCD約有18%，學習障礙約有9%。而就所有年齡
的 妥 端 氏 症 患 者 合 併 ADHD 的 盛 行 率 大 約 為
60~70%2。

檢查
妥瑞氏症並沒有專一的血液、影像或是基因檢
查。比較常用的影像學檢查有電腦斷層攝影
（computed tomography，CT）、核磁共振攝影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部分的
患者在使用腦部MRI後發現，其腦中基底核結構之
一的尾狀核（caudate nucleus）體積有減少的情形
出現14。

治療
妥瑞氏症治療的主要目標在改善患者的學習
能力、社交功能，增加自信及自尊。表三列出了妥
端氏症及併發症的治療方式，包括行為治療、藥物
治療及手術等13。
如果症狀輕微則先接受非藥物治療，如心理諮
詢、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及習慣反轉治療（habit reversal therapy）。如果
症狀嚴重到影響社交功能、學校學習，導致自尊心
低弱或是有自我傷害的情況發生時則須接受藥物
治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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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妥瑞氏症及合併症的治療 13
Tics
合併OCD
合併ADHD
習慣反轉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
行為治療
Alpha-2 adrenergic SSRI
Alpha-2 adrenergic
作用劑
非典型抗精神病 作用劑
Tetrabenazine
藥物
Atomoxetine
非典型抗精神病藥 腦深層電刺激法 Methylphenidate
物
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Botulinum toxin
腦深層電刺激法
*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OCD：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SSRI：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原則一般先以少量、單一的藥物起始
治療6，13，15，16（表四）：
1. Alpha-2 adrenergic作用劑：
Alpha-2 adrenergic 作 用 劑 如 clonidine 及
guanfacine是治療輕度至重度tics的第一線藥物。
Clonidine可以口服或是貼片經由皮膚吸收，藉由作
用在神經元的突觸前alpha-2 receptor，而降低血中
norepinephrine的濃度，達到減少tics的發作。通常
起始劑量是睡前0.05mg，調整給藥的劑量則是約每
星期增加0.05mg，目標劑量為0.1-0.3mg/day分成
2-3次給予，最大劑量為0.4mg。Clonidine不可突然
停藥，必須慢慢的減低劑量，以免反彈性的tics及
高血壓發生。Guanfacine為選擇性的作用在大腦前
額皮質區的突觸後alpha-2a receptor，其半衰期較
長，和clonidine比起來，比較不容易產生鎮定及突
然停藥時造成的反彈性副作用。起始劑量為睡前
0.5mg，逐漸增加到目標劑量為1-3mg/day分成2-3
次給予，最大劑量為4mg/day分成2次給予。此類藥
品對於患者合併有ADHD、焦慮、失眠及衝動等症
狀時，是首選用藥。
2. Dopamine receptor blocking drugs：
此類藥物可分為典型和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neuroleptics），以dopamine-2 receptor blocker
最為常用，是治療tics最有效的藥物，但是因其副
作用如錐體外症候群（extrapyramidal syndrome）
及遲發性運動障礙（tardive dyskinesia）而限制了
此類藥物的使用。
（1）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典 型 的 抗 精 神 病 藥 物 有 haloperidol ，
pimozide ， fluphenazine 等 ， 其 中 haloperidol 和
pimozide是 美國食品與 藥品管理 局 （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核淮用在治療妥瑞氏
症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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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pridol 的 起 始 劑 量 為 0.25-0.5mg/day 分
成2-3次給予，調整給藥的劑量則是約5-7天增加
0.25-0.5mg，目標劑量為1-4mg/day分成2-3次給
予，最大劑量為0.15mg/kg/day。
Pimozide的起始劑量為0.05mg/kg睡前使用，
調 整 劑 量 以 1-2 星 期 作 為 間 隔 ， 目 標 劑 量 為
2-8mg/day ， 最 高 劑 量 為 0.2mg/kg/day 或 是
10mg/day。Pimozide的效果及耐受性較haloperidol
佳，但是容易會有QT interval延長的心律不整副作
用 ， 由 於 其 主 要 的 代 謝 是 經 由 肝 臟 cytochrome
P450 CYP3A4 ， 所 以 應 避 免 併 用 會 抑 制
cytochrome P450 CYP3A4的藥物，如巨環類抗生
素(clarithromycin，erythromycin)或是azole類的抗
黴菌藥物(itraconazole，ketoconazole)。
Fluphenazine的起始劑量為0.5mg睡前使用，
調整劑量以每星期為間隔，目標劑量為3mg/day，
最高劑量為20mg/day。和其它典型抗精神病藥物比
較起來，fluphenazine會有比較少的抗乙醯膽鹼的
副作用及較佳的耐受性。
（2）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非 典 型 抗 精 神 病 藥 物 如 ： risperidone ，
aripiprazole，olanzapine及ziprasidone等，可以同
時抑制serotonin及dopamine receptor來減少tics
的發作，其耐受性會比典型的抗精神病藥物來的
好，除了有較少的副作用也比較不會誘發遲發性運
動障礙。
Risperidone的起始劑量為0.25mg/kg睡前使
用， 調 整 劑 量 以每星期作為間隔，目標劑量為
2mg/day分成2次給予，最高劑量為4mg/day分成2
次給予。
Aripiprazole的起始劑量為2.5-5mg/day，調整
給藥的劑量則是每星期增加1.25-2.5mg或是每2星
期增加5mg，目標劑量為5-15mg/day，最高劑量為
20mg/day。Aripiprazole必須小心用在患有重度憂
鬱症的孩童，因其可能會增加自殺的念頭。
Olanzapine的起始劑量為2.5-5mg/kg/day，調
整劑量以星期作為間隔，目標劑量為
10-15mg/day，最高劑量為20mg/day。和其它非典
型的抗精神病藥物比較起來，olanzapine會有比較
明顯的血糖及脂質（如：三酸甘油脂及低密度脂蛋
白）代謝異常以及體重增加的副作用，又對於患有
肝臟疾病的患者也必須小心使用。
Ziprasidone的起始劑量為5mg睡前使用，調整
劑量以每星期作為間隔，目標劑量為
20-40mg/day，最高劑量為40mg/day。Ziprasidone
會有比較明顯的QT interval 延長的副作用，當發現
患者有持續的QTc intervals >500 msec時，則必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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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停止使用。
臨床上抗精神病藥物可與alpha-2 agonists合
併使用，以增強對tics的控制。
3. Dopamine depleting drugs：
此機轉的代表藥物為tetrabenazine，它可以有
效排空神經突觸前的catecholamines及破壞突觸
後dopamine receptors的作用，進而抑制tics發作。
其起始劑量為12.5mg/day分成2次給予，調整劑量
以每星期作為間隔，目標劑量為50-75mg/day分成
三次給予，最高劑量為100mg/day。美國FDA亦將
此 藥 用 於 治 療 亨 丁 頓 舞 蹈 症 （ Huntington's
chorea）。
4. 其他：
（1）Baclofen：
Baclofen 為 GABA （ gamma-aminobutyric
acid）類似物。GABA為一種抑制型的神經傳導物
質，可在脊椎抑制單突觸及多突觸的反射。其起始
劑 量 為 5-15mg/day 分 成 3 次 給 予 ， 目 標 劑 量 為
30mg/day分成3次給予，最高劑量為60mg/day。在
使用時必須避免突然停藥以免癲癇及幻覺產生。
（2）Clonazepam
Clonazepam 為 benzodiazepine receptor 作
用劑，可以調控GABA釋放，其起始劑量為0.25mg
睡前使用，目標劑量為1.5mg/day分成3次給予，最
高劑量為3mg/day分成3次給予。Clonazepam對於
tics有不錯的抑制作用，而且當妥瑞氏症患者同時
合併有強烈的焦慮症狀時使用clonazepam更是不
錯的選擇。
（3）Topiramate
Topiramate可以增強GABA的抑制作用，進而
減少位於基底核的神經元不正常的放電，其起始劑
量為25mg睡前使用，目標劑量為100mg/day，最
高 劑 量 為 200mg/day 。 目 前 的 研 究 都 顯 示
topiramate治療tics的效果不錯，安全性高，且有較
少的副作用，並且當病人因為使用抗精神病藥物而
體重增加過多造成身體健康出了問題時，更是一個
不錯的替代藥物。
（4）肉毒桿菌毒素
針對一些有激烈症狀的妥瑞氏症患者，可用肉
毒桿菌毒素（botulinum toxin ,Botox）來抑制tics
及前兆感覺的發生，其作用機轉並不是十分了解，
但是在聲帶注射肉毒桿菌毒素對於有穢語症的妥
瑞氏症患者可以有不錯的治療效果。其給藥的方式
為每三個月在要注射的一個位置或多個位置給予
30-300 units的劑量。

合併OCD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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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於妥瑞氏症合併OCD的患者，已經建立
了一 些 治 療 的 方法，如：認知行為治療、使用
clomipramine 或 SSRIs （ 如 fluoxetine 、
fluvoxamine、sertraline、paroxetine或citalopram
等），以及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17，另外在一
些研究中也認為使用腦深層電刺激法也會有不錯
的效果18。

合併ADHD的治療
ADHD 通 常 會 使 用 神 經 刺 激 藥 物
（psychostimulant drugs）作為治療，常用的藥物
如methylphenidate（MPH）。過去曾經認為此類
藥物會加重tics發作頻率及嚴重程度，但是在2002
年的一篇研究中指出，使用MPH治療妥瑞氏症合併
ADHD的患者，MPH能同時改善ADHD和tics的症
狀，如果同時併用MPH和clonidine（alpha-2作用
劑）更可使ADHD和tics的症狀同時獲得最大的改
善，不過也會加重鎮靜的副作用19。另外在Allen AJ,
Kurlan RM, Gilbert DL等人的研究則是使用另一種
治 療 ADHD 的 藥 物 atomoxetine （ selective
norepinephrine-reuptake inhibitor），來治療妥瑞
氏症合併ADHD的患者，證實了ADHD和tics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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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獲得改善 20。因此，對於ADHD合併有妥瑞氏
症的患者建議同時使用神經刺激藥物及 alpha-2
adrenergic作用劑來作為主要的治療。

結論
妥瑞氏症常會出現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因此
這個疾病的存在也考驗了家長和孩 童 之 間 的 關
係，因早期不知道這類疾病而會以為是孩童故意在
和家長作對，使得親子之間關係惡化的例子不在少
數，現今則因為診斷的標準確立，使得患者較能及
早被發現並接受治療。妥瑞氏症的症狀除了典型的
動作或聲語tics外，還會有一些身心方面的併發症
如OCD、ADHD、焦慮、雙極性疾病、憂鬱、衝動
及學習障礙等，可能會導致患者的認知功能、心理
發展、人際關係與社會功能受到影響。因此當孩童
確定是妥瑞氏症後，最主要的是要讓病人和其家
人、師長、朋友瞭解並接受妥瑞氏症。妥瑞氏症的
治療只是儘量減少tics的發作頻率和症狀，如果能
以正向的態度來面對這個疾病，並且對這類的孩童
多一點的包容，少一點的斥責和壓力，也許患者的
症狀就會自然減輕，甚至不需要藥物的介入治療。

表四. 抑制 tics 發作的口服藥物 6，13，15，16
藥物

起始劑量 目標劑量 最大劑量
常見副作用
(mg/day) (mg/day) (mg/day)
Alpha-2 adrenergic 作用劑
Clonidine
0.05
0.1-0.3
0.4
鎮靜、暈眩、頭痛、易怒
Guanfacine
0.5
1-3
3
鎮靜、暈眩、頭痛、易怒
Dopamine receptor blocking drugs 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Haloperidol*
0.25-0.5 1-4
0.15/kg
鎮靜、憂鬱、增加食慾、錐體外症候群
Pimozide*
0.05/kg
2-8
0.2/kg 或 10 鎮靜、憂鬱、增加食慾、錐體外症候群、QT 波延長
Fluphenazine
0.5
3
20
鎮靜、憂鬱、增加食慾、錐體外症候群
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Risperidone
0.25
2
4
鎮靜、憂鬱、增加食慾、體重增加
Aripiprazole
2.5-5
5-15
20
鎮靜、體重增加
Olanzapine
2.5-5
10-15
20
鎮靜、體重增加、代謝異常
Ziprasidone
5
20-40
40
鎮靜、體重增加、頭暈、頭痛、QT 波延長
Dopamine-depleting drugs
Tetrabenazine 12.5
50-75
100
鎮靜、失眠、憂鬱、坐立不安
其它藥物
Baclofen
5-15
30
60
鎮靜、頭暈、頭痛、低血壓、疲倦
Clonazepam
0.25
1.5
3
困倦、頭暈、憂鬱
Topiramate
25
100
200
頭暈、憂鬱、疲倦
*美國FDA核淮用在妥端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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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 Cefepime 引起之中樞神經毒性之案例報告
羅嘉盈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藥劑科

前言
Cefepime 是廣效殺菌性抗生素，屬第四代頭
孢子菌素的一種。臨床上用於治療葛蘭氏陽性和陰
性 菌 種 引 起 之 嚴 重 感 染 ， 包 括 Pseudomonas
aeruginosa
、
Enterobacteriaceae
及
Staphylococcus aureus 。常見的副作用有腸胃不
適及過敏；在中樞神經系統最常見是頭痛(約 0.1-1
％)，腦病變、肌陣攣及癲癇較少見，但仍有腎功能
不全的案例報告。

案例報告
本案例為 68 歲女性，有高血壓、貧血及末期
腎臟疾病需長期接受洗腎。2010 年 9 月 21 日因虛
弱、倦怠感已持續一周，且洗腎後出現寒顫、發燒
而入院。進行尿液及血液檢體檢測，結果呈現 Ps.
aeruginosa 陽 性 反 應 ， 因 此 臆 斷 為 尿 毒 症
(urosepsis) 合 併 希 克 曼 氏 導 管 感 染 (Hickman
catheter infection)，接著給予靜脈注射 ceftazidime
1500mg QOD 及 teicoplanin 400mg Q3D (如表
一)。但病情仍未獲得改善。於 10 月 5 日移除希克
曼氏導管並停止使用 ceftazidime，改為靜脈輸注每
天 2000mg cefepime，連續使用四天。
10 月 8 日晚上病人開始手抖、腳抖且臉部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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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抽動，GCS:E4V5M6。10 月 9 日，全身無力，
臉部及眼睛不自主抽動，在第五天給藥 cefepime
三小時後，出現眼瞼及唇部持續抽蓄、四肢發抖、
意識改變（GCS: E3V2M5）
、躁動不安症狀，疑似
癲癇及抽筋。立即給予 valproate sod. soln 800mg
及維持劑量 400mg Q8H；同時，進行腦部電腦斷
層檢查，結果呈現腦幹小出血徵兆。10 月 10 日病
人一直重複話語，臉部、嘴巴及雙腳偶而會不自主
抽動，GCS:E4V3M5；隔天上述症狀持續且病人有
攻擊傾向，口出穢言及身體扭動，GCS:E2V3M5，
靜脈輸注 lorazepam 1PC。(10 月 12 日病人意識
恢復，GCS:E3-4V3M5，精神狀態已逐漸改善，不
再出現上述情況。)

討論
Cefepime 出現中樞神經副作用的早期症狀為
非典型且不易察覺，因此，容易輕忽及延誤診斷。
頭孢子菌素類誘發癲癇發作，證據等級為 grade
B1，在 cefepime 與 ceftazidime 發生比例分別是
1/10,000 與 3/1000 2。症狀如癲癇發作、精神混亂、
手顫抖、運動失調、躁動不安、失語、手足舞蹈、
失眠、幻覺、精神病、肌陣攣，甚至昏迷等，其中
發生率最高是時空感錯亂且混淆、迷失方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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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其次是肌陣攣，約 33%及癲癇，約 13% 2。
致 病 機 轉 目 前 認 為 可 能 與 阻 斷 gamma
amino-butyric acid (GABA) A-receptor 有關 3。
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檢視頭孢子菌素類抗生素
出現中樞神經毒性的高危險群，包含腎功能不全、
老年人及曾罹患中樞神經系統相關病史的患者 3(附
件一)。最重要的鑑別診斷是監測腦波圖
(electroencephalogram)，用以釐清是否有其他疾
病因素。另外，使用 cefepime 與 ceftazidime 開始
出現 神 經 毒 性 症狀的時間分別是 5 天與 3 天
(p=0.005)2。也有文獻指 cefepime 使用後 1 至 10
天均可能發生 5。
回顧本次案例，經斷層掃瞄結果醫師推測意識
混淆及躁動情緒可能是腦幹出血性中風或
cefepime 造成之不良反應；同時合併 MRI 判讀認
定該中樞神經反應與疾病本身無關。由於患者在住
院期間先後分別使用 ceftazidime（9 月 21 日至 10
月 4 日）與 cefepime（10 月 5 日至 10 月 11 日），
依據藥物不良反應發生的時序性及停藥後反應；並
參考文獻用藥後平均發生時間 2，該患者使用抗生
素 cefepime 第四天出現不良反應，認為為最有相
關性。
Cefepime 在體內的主要代謝路徑是腎臟，至
少有 85％以原形排除至尿液，排除半衰期是 2 小
時；若是腎功能不全者會延長為 13.5 小時 6。在上
市後藥物評估報告指出，多數發生腦部病變、肌陣
攣及抽筋發作（包括非痙攣癲癇）的腎功能不全患
者均使用超過正常建議劑量；少數案例是使用校正
後的劑量。因此，在西元 2002 年 FDA 已要求廠商
於藥品仿單加註警語：對於腎功能不全者（CLcr
小於 50ml/min）
，使用正常劑量 cefepime 會使患者
藥物血中濃度升高及延長，增加神經毒性之風險，
應降低維持劑量 7。本案例為腎功能不全患者（CLcr
為 5.7ml/min，eGFR 約 4 mL/min/1.73 ㎡）（如表
二）
，在合併敗血症且 GFR 小於 10 mL/min 病人 8，
使用每天 1000mg 為理想建議劑量；在腹膜透析病
人應延長給藥間隔為 48 小時，連續性靜脈血液過
濾則不須調整 9,10。
此不良反應的發生是可逆性，當病人出現腦病
變症狀時，應立即停藥並更換替代抗生素；必要時
進行血液透析及投予症狀解除藥物，使用第一線的
抗癲癇治療藥物如 lorazepam 或 phenytoin；或其
他藥物如 valproate，phenobarbital，propofol，
midazolam 或 pentobarbital。持續監測腦波，直到
精神症狀或非抽搐性癲癇重積狀態回復到正常 3。
該藥物不良反應經腎臟科醫師通報，藥師回顧病歷
並以 Naranjo scale 進行相關性之評估，藥物不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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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嚴重度為中度，總分為 5 分（如表三），故極
有可能是 cefepime 導致此病人之中樞神經毒性，
因此將本案例通報至全國藥物不良反應中心。

結語
Cefepime 導致中樞神經毒性的致病機轉及劑
量相關性仍未確立。針對高危險群患者應避免使
用，密切監測藥物血中濃度，腎功能及腦波 EEG，
腎功能不全者宜調降維持劑量。希望透過此案例來
提醒臨床照護者，以營造 cefepime 安全之用藥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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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病患於 2010/9/21-2010/10/19 之住院用藥紀錄

表二、病患住院期間各項檢驗數值
生化
Albumin
BUN (B)
Creatinine(B)
Estimated GFR
Total Bilirubin
ALT/GPT
ALK-P
Calcium
Inorganic P
Na
K
Mg
Osmolality(B)
CRP
Cortisol

單位
g/dL
mg/dL
mg/dL
mL/min/1.73 ㎡
mg/ dL
U/L
U/L
mg/dL
mg/dL
mEq/L
mEq/L
mEq/L
mosm/KgH2O
mg/L
ug/dL

Free-T4
TSH
Ammonia
Free-T4
TSH
Procalcitonin

ng/dL
uIU/mL
ug/dL
ng/dL
uIU/mL
ng/mL

參考值
3.5-5.5
6-21
M:0.64~1.27,F:0.44~1.03
N:≧60,s3:30~59,s4:15~29,s5<15
0-1.3
0-36
40~140 (>65Y)
7.9-9.9
Child 4-7, Adult 2.4-4.7
134-148
3.6-5.0
1.3-2.1
275-295
<5
AM7-9:4.3-22.4
PM3-5:3.1-16.7
0.89 - 1.76
0.35 - 5.50
<94 (>1M,Adult)
0.89 - 1.76
0.35 - 5.50
≧2 Sepsis Likey, ≧10 Sepsis

9/15
3.2
75
9.53
4

9/21

24
136
8.1
3.3

19
106
8.2
8.6
1.7
3.5
133.7
3.46

4.2

10/1

55
7.88

10/9
21
5.66

0.7
18
126
9.3
3.7
140.9
4.24
1.72
292
52.10 47.21
10.64

10/13 10/26
3.3
71
10.76
4
17
140
8.9
3.7
4.2

38.56
22.59
1.39
2.099

60.2
1.16
2.898
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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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
WBC
RBC
Hemoglobin
Hematocrit
MCV
MCH
MCHC
RDW
Platelets
Segment
Lymphocyte
Monocyte
Eosinophil
Basophil

單位
1000/uL
million/uL
g/dL
%
fL
pg/Cell
g/dL
%
1000/uL
%
%
%
%
%

Vol.19

參考值
3.5-11
4.0-5.2
12-16
36-46
80-100
26-34
31-37
11.5-14.5
150-400
42-74
20-56
0-12
0-5
0-1

9/15 9/21 9/29 10/1 10/9 10/13 10/16 10/26 10/27
17.7
16.6 10.9
12.2 16.4
2.66
3.81
3.38
7.5 7.2 9.2 10.6 10.9 10.0
9.4 7.8
23.7 23.3 28.2 33.9 34.5 32.0
29.9 25.0
87.6
89.0
88.5
27.1
27.8
27.8
30.9
31.3
31.4
16.0
15.2
16.0
244
234 216
159
80.9
84.8 69.1
88.0 88.0
13.3
11.5 22.0
6.0 5.0
5.6
3.3 7.1
4.0 7.0
0.1
0.2 1.4
2.0 0.0
0.1
0.2 0.4
0.0 0.0

附件一、Case of cephalosporin-induced neurotoxicit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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