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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憂鬱劑的黑盒子警示：十年後的現在 
施羽桓 林雅恩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藥劑部 

2004 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發布使用抗憂鬱劑的
黑盒子警示 (black box warning)。這項警示指出抗
憂鬱劑與年輕族群增加自殺的想法及行為有關。而
這項警示立刻引起諸多爭議，許多醫療團體的成員
憂心這項警示會讓抗憂鬱劑的使用弊大於利；此
外，也造成許多憂鬱症病人因此打消尋求幫助的念
頭，同時讓醫師在需要開立抗憂鬱劑時多了一層阻
礙 1。  

FDA 發布此警示主要根據一系列的統合分析
（Meta-analyses），包含近 10 萬個受試者，一共
372個關於抗憂鬱劑的隨機臨床試驗，結果指出有
自殺的想法或自殺行為的比率，服用抗憂鬱劑的病
人占 4%，而服用安慰劑的病人為 2%，但在這兩組
中，都沒有任何自殺意圖顯示會致命 2。若以年齡
層分組的研究顯示：只有在兒童及小於 18 歲的青
少年，導致自殺的風險是有顯著差異的；沒有證據
顯示在大於 24歲以上，以及在 65歲以上的成人因
服用抗憂鬱劑而導致自殺風險增加。抗憂鬱劑對於
有自殺意念及自殺行為的病人還是有明顯的保護
作用 2。 

在一個大型的世代研究（cohort study）中，
包含110萬名成人、140萬名青少年、500萬名老年
人，研究者調查從2000～2010年自11個美國精神
健康研究網（ U.S. Mental Health Research 
Network）的健康計劃中所取得的資料庫數據3，這
項研究顯示當FDA發布抗憂鬱劑的黑盒子警示後
的兩年之內，抗憂鬱劑的使用比率有非常明顯的降
低：在青少年、青年及成人的下降比率分別是31.0 
%、24.3 %、14.5 %。即使後來在2008年，青少年
族群使用抗憂鬱劑的比率有回升，但比率仍較2004
年低。自從FDA發布警訊後，各個年齡層的抗憂鬱
劑使用率似乎仍然低於發佈警訊前3。 

早期的研究4-8有相似的趨勢：研究顯示開立選

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給與孩童的比例在2003
年及2005年之間下降了約20 %；相同的，在這段
期間成人患有憂鬱症卻沒有接受抗憂鬱劑治療的
比例也從20 % 增加到30 %。在黑盒子警示發布之
前，基層醫師(primary care physicians)開立抗憂鬱
劑處方的比例是持續增加的（每年約增加4.97 
%），但在警示發布之後卻開始明顯的降低（每年約
降低4.61 %）。因此，即使FDA所發布的建議是針
對孩童及青少年而非成人，但對患有憂鬱症的成人
族群來說，縱使抗憂鬱劑在成人族群的使用有強力
的證據顯示具降低自殺風險的效果，但似乎仍受到
這個警示的影響4。警示發布之後不只抗憂鬱劑處方
的比例下降，連新診斷為憂鬱症的病人比例也降
低。一個全國的代表性研究顯示新診斷為憂鬱症的
病人比例在警示發布之後有明顯降低：孩童降低了
44％、青少年降低37％、成人降低29％。造成這些
趨勢的原因明顯是由於警示造成，並非因為實際憂
鬱症盛行率的改變。雖然抗憂鬱劑的開方比例下
降，然而憂鬱症的替代療法，如心理治療
（psychotherapy）或是其他精神藥物的處方並沒
有增加5。 

除了被診斷為憂鬱症和開立處方比例降低之
外，另一個讓人憂心的現象是：精神藥物的中毒呈
現統計學上有意義的增加。精神藥物在一項研究中
發現被用來做為自殺的替代手段 3。就在警示發布
之後的第二年，精神藥物中毒的比例在 10～17 歲
的青少年增加了 21.7 %，在 18～29歲的年輕成年
人增加了 33.7 %。這樣的中毒現象，不論是蓄意或
者意外發生，都可以合理推測：可能因為抗憂鬱劑
的使用降低，而導致有自殺意圖的病人增加了 3。 

針對 FDA 所發布抗憂鬱劑的黑盒子警示以及
相關研究，國內的醫師又怎麼看待呢？國內精神科
醫師從臨床上觀察：每個人體質不同，同一顆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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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不同人身上常有截然不同的反應。如有人服
用抗憂鬱劑會瘦，有些人會變胖。有些人吃了心情
馬上變好，有些人吃了反而煩躁。對於原本就有些
精神狀況的病人，藥物副作用造成的身體不舒服，
本來就有可能讓自殺意念增加。再者，美國與台灣
相比，服用抗憂鬱劑比例遠高於台灣，在台灣，對
精神科的心理排斥，以及對藥物的不信任，病人服
藥後若出現讓人不舒服的副作用，通常很快就自行
停藥了。所以忍著副作用，一直服藥到想自殺，在
台灣比較不會出現。精神科醫師認為：治療憂鬱
症，藥物是途徑，也是目前健保體制下最節省資源
的方法之一。藥物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效，也可能會
惡化少數人的病情。服藥治療很難十全十美，不管
對醫師或對病人來說，都是考量「利大於弊」是否
成立 11-12。 

綜合以上，了解憂鬱症若未被治療所造成的風
險是極為重要的，與其所造成的風險相比，抗憂鬱
劑治療的風險實在微乎其微。縱使無法忽視抗憂鬱
劑的風險，只要在藥物治療過程中小心監測病人，
權衡用藥的風險與效益（尤其是憂鬱症治療初期，
當症狀逐漸好轉時，最容易出現自殺之念頭與行
為），兒童與青少年仍可安全的使用這些藥物 1。 

因此，回歸憂鬱症的治療，增加憂鬱症患者對
於抗憂鬱劑的服藥順從性才是最該努力的方向。由
藥師主導、介入抗憂鬱劑使用的衛教研究發現，憂
鬱劑效果不如預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病人自行過
早停止治療9。國內憂鬱症防治協會張家銘醫師以健
保資料分析，也顯示近三分之一個案在首次憂鬱症
診治後，就無第二次治療；一個月後治療僅剩下不
到一半10。另外發現，持續治療超過90天者，與小
於90天的復發比率相差將近7倍，顯示持續治療可
降低憂鬱症復發機率。因此，憂鬱症治療的前90天
是黃金關鍵期。藉由藥師對憂鬱症患者詳細說明抗
憂鬱劑的治療時間、知識、藥物副作用發生時如何
處理、及遵守醫囑完成療程的重要性，研究結果發
現：在初次使用抗憂鬱劑的病人可提升服藥順從性
及回診率，繼而可提高治癒率，也期望能同時降低
因憂鬱症共病與身體症狀所耗用的醫療資源 。表
一為藥師針對使用抗憂鬱劑的病人所執行的衛教
內容，及介入過程中所提供的相關藥事服務9。 

FDA 發布抗憂鬱劑黑盒子警示後十年的現
在，雖然無法忽視抗憂鬱劑的風險，但相較憂鬱症
未被治療所帶來的不論是醫療資源的消耗、或是社
會成本的付出，使用抗憂鬱劑仍是利大於弊的。提
升抗憂鬱劑的服藥順從性是藥師在醫療團隊中可
以努力的目標，讓憂鬱症病人清楚了解藥物的相關
知識、抗憂鬱藥物的治療時間、發生副作用時該如

何解決、增加治療信心並降低疑慮，如此才是在健
保體制考量下憂鬱症治療的最佳方式。 
 
表一 藥師衛教表 9

 

編號   病歷號   

項次 衛教內容 已執行 備註 

1 憂鬱症介紹及抗憂鬱藥物作用說明   

  

2 順從性強調   

3 副作用處理   

4 停藥症狀衛教   

5 安眠藥物衛教、睡眠衛生指導   

6 倂用藥物之說明及特殊藥物衛教   

7 
特殊病人 (如腎移植、腫瘤科病人) 

的特殊用藥衛教 
  

8 
共病症狀的疾病衛教 (如：恐慌症、
經前症候群、焦慮) 

  

9 交互作用提醒   

10 介入過程中協助轉介其他專科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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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azide類利尿劑用於高血壓的治療探討 
林佩姿 林育  

嘉義長庚醫院藥劑科 

 

前言 
Thiazide 類利尿劑在 1950 年上市，可以單獨

或合併其他藥品用在高血壓的治療，降低高血壓相
關的死亡率和共病症。此外，也可應用在體液超載
（volume-overload）疾病的治療，例如心衰竭或腎
功能不佳的病人。 

ALLHAT1 研究顯示， thiazide 類利尿劑
（chlorthalidone（CTD）12.5 to 25 mg/d）在預防
心血管、腦血管疾病上優於其他治療高血壓藥品
（amlodipine和 lisinopril），且價格上有相對優勢，
建議可以使用在高血壓第一線的治療。後續研究也
發現，使用低劑量的利尿劑當作高血壓的第一線治
療藥物，和其他類的抗高血壓藥相較之下，的確可
以降低心血管相關事件的發生2。因此 JNC73建議，
thiazide 類利尿劑可以用在沒有強制性適應症
（ compelling indication ） 或 非 複 雜 型
（uncomplicated）高血壓的治療。2014年更新版
的 JNC84，thiazide 依然有重要的治療角色，建議

在非慢性腎臟病患者的高血壓上治療上皆可以使
用。2015年台灣高血壓治療指引5，則建議 thiazide
類利尿劑可以用於有心衰竭、中風和單純收縮期高
血壓的治療。顯示 thiazide類利尿劑在高血壓的控
制上有一定的角色。 
 
機轉 

Thiazide 類利尿劑作用於遠曲腎小管（distal 
convoluted tubule ） 的 頂 端 細 胞 膜 （ apical 
membrane），藉由阻斷 Na+-Cl- cotranspoter 
（NCCT），造成鈉、氯的再吸收被抑制，增加水分
排除，達到改善血壓的效果，但同時也會抑制鎂、
鉀再吸收，促進鈣的再吸收，因此會有電解質代謝
異常的問題。 

Thiazide類利尿劑有數種藥品，依據結構可再
細分成 thiazide-type（TT）和 thiazide-like（TL）
兩類藥品，各個藥品在藥物動力學和藥效學上有些
許差異，如

 

表一。整體而言，口服吸收良好（> 60%以上），
有廣大的分布體積，起始作用時間為 2-3小時，效
果可以持續 10個小時以上，半衰期較 loop類利尿
劑長，大部分的藥物半衰期為 12 小時左右，但是
CTD因分布體積較大，有最長的半衰期 50小時左
右，因此藥物使用頻率為一天一至兩次。 

食物會增加 hydrochlorothiazide（HCTZ）的
吸收，但有心臟衰竭的病人會降低 50%的吸收。
CTD 99% 結合在erythrocyte carbonic anhydrase 
上，會形成一個組織儲存槽，會慢慢地釋放藥物到
血漿中，這種補給站的效應（depot effect）在忘記
服用藥物的時候是有優點的。 
 
Thiazide 類利尿劑於血壓調控的機轉 

Thiazide 類利尿劑僅在高血壓的病人上使用
有降壓效果，且降壓效果較 loop類利尿劑好，推測
可能除了增加體液排除和降低細胞外液容量 
（extracellular volume）外，thiazide 類利尿劑用
於血壓的調控還有其它血管擴張的機轉。 

Thiazide 類利尿劑在血液動力學的影響
（hemodynamic effect）可以分成短期和長期兩部
分，如表二所示。 

短期效應，因為降低細胞外容積和血漿容積，
降低心臟的前負荷和輸出，而達到血壓控制效果，
但 亦 會 反 向 調 節 活 化 交 感 神 經 系 統 和
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system(RAAS)，短
暫的增加周邊阻力，但整體而言血壓是呈現降低的
狀態。在此時期給予 dextran，血漿容積和血壓會
恢復到治療前狀態，也可以說明血壓降低是因為減
少血漿容積的關係。並用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ACEIs) 或 angiotensin II- 
receptor blockers (ARBs)，可以降低 RAAS活化的
程度，增加降血壓的效果。 

長期效應則和血漿容積減少沒有相關性，因為
服用一段時間（一個月以上）後血漿容積會恢復到
治療前的狀態，在此時期給予 dextran，血壓並不
會恢復到治療前狀態，且血壓的降低和劑量使用沒
有正向關係。因此目前最可能解釋的機轉為降低週
邊血管的阻力，但是此機轉也尚未被正式確立，此
外尚有直接血管擴張、可逆性的自動調節現象、外
膜的結構性改變、活化鉀離子通道和經由平滑肌細
胞的鈣離子減敏（desensititization）作用，減弱
norspinephrine 或 angiotension II 對血壓的調控6

的機轉被提出討論7。可逆的自動調節現象，是指在
體液和細胞外液降低後，人體會自動重新調節，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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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流達到血壓降低的目的，但目前有限的證據並
沒有辦法證實8。 

Thiazide 對於血壓的調控有殘餘效應，如 
表二所示，在停藥後會降低 renin 的值、快速

的體液擴充和體重增加，血壓會慢慢上升，不會馬
上達到治療前的血壓。若病人有生活方式的調控，
70%的病人在停藥一年後，可能不需要其它降血壓
藥物的治療。 
 
利尿劑耐受性問題7,9

 
人體為了降低體液減少造成的危害，會有短期

和長期耐受性的產生。 
短期的耐受性，是起因於服藥後大量降低細胞

外體液，降低藥物在血漿和腎小管液的濃度，因此
降低抗利尿鈉（antinatriuresis）效果。此時也會活
化RAAS和交感神經活性，抑制心房利鈉肽心房利
鈉肽 （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 和腎前列腺素
（renal prostaglandin），一連串的作用導致了短期
耐受性的產生。此時限制鈉的攝取，可以促進
thiazide類藥物的療效。 

長期利尿劑的使用，會慢慢恢復氯化鈉的平
衡，但持續的體液移除， RAAS會被長期活化，增
加鈉在近曲小管的再吸收，降低遠曲小管鈉的濃
度，導致長期耐受性的產生。但除體液導致的相關
耐受性發生外，遠端腎元的肥大和活化鈉在作用部
位下游的運輸可能也有影響。 

預防耐受性的發生，可以使用高劑量的利尿劑
或合併不同種類的利尿劑使用，但是腎功能不佳或
電解質異常的病人需要特別小心。 
 
臨床效果 

Thiazide 類利尿劑可以降低 10-15 mmHg 的
收縮壓和 5-10mmHg的舒張壓，在 renin值低和對
鹽分較敏感（salt-sensitivitive）的高血壓患者上反
應佳，例如老年人、黑色人種、心輸出量大的（例
如肥胖的病人），這類族群可以優先考慮使用。 

臨床研究發現，使用降血壓藥物治療後，血壓
降低的程度和心血管事件發生率得相關性較大，根
據一統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單獨使用 thiazide類利
尿劑、beta-blocker、ACEIs 和 calcium channel 
blocker，分別可以降低 7.3mmHg、9.3mmHg、
6.8mmHg、8.4mmHg10。因此 thiazide 類利尿劑可
以降低心血管和腦血管事件的發生，效果也和其他
降血壓藥品相似11。因為結構上差異再區分的 TL
和 TT兩類，雖然 TL和 TT 兩者降血壓的程度沒有
差異，但 TL有較長的半衰期，能將 24 小時的血壓
控制在更穩定的狀態，此外還有降低血小板凝集的

功能，導致在臨床治療效果上有差異，TL 在降低
心血管事件和心衰竭的部分顯著優於 TT12。 

早期認為 thiazide類利尿劑效果和劑量成正相
關，雖然 80-90%的高血壓患者須使用 50mg HCTZ
才能有效控制血壓，但後續研究發現此類利尿劑有
平坦的劑量較果反應曲線（ flat dose-response 
curve）現象，即在高劑量不會明顯加強降血壓的
效果，但會有顯著的電解質異常和代謝異常的副作
用。最大的鈉排泄量在每天 12.5-25 mg的 HCTZ
可達最大效果，劑量再增加僅會輕微增加鈉排泄，
降壓效果只會再增加 20%7。使用低劑量 thiazide
類利尿劑可以明顯降低心血管事件（RR=0.72），
但高劑量則無法（RR=1.01）2。因此考量效果和副
作用關係後，建議使用低劑量 thiazide 類利尿劑在
高血壓的治療，而 HCTZ 12.5mg-25mg 或等劑量
效果的 thiazide 類利尿劑已經變成低劑量的代名
詞。但須注意的是 HCTZ 每天劑量小於 6.25mg，
不會有顯著降血壓效果。 
 
腎功能不佳的效果 

腎絲球過濾率介於 30~50 mL/min/1.73m2 

時，thiazide 類利尿劑在體液排除的效果上會漸
減，但可能仍然還有血壓控制的效果。當腎功能進
一步惡化小於 30 ml/min/1.73m2 時，thiazide類利
尿劑則無法產生預期利尿的效果，會建議轉換成
loop類利尿劑使用13。KDIGO 則建議，高血壓的病
人由慢性腎臟疾病第四期進展到第五期時，若沒有
明顯水腫和高血壓的情況下，可以繼續服用
thiazide 類利尿劑當作高血壓的控制，若有上述症
狀出現，則可以合併或轉換成 loop類使用。可以推
測，降血壓的機轉可能還有來自於利尿之外的效果
14。 

兩個早期使用 thiazide類利尿劑在慢性腎功能
不全的研究顯示，使用 chlorothiazide 針劑多次劑
量給予15，可以降低體重但沒有血壓部分相關結果
被記載，且為未提及參與研究這腎功能狀態，而在
單次給予16的研究中發現，可以增加尿量和尿鈉的
排除，但在嚴重腎功能不全（inulin清除率為 11和
6 mL/min）的兩個參與者上，則無顯著差異，且也
未說明對血壓的影響。 

在兩個隨機、雙盲的交叉試驗中，針對有高血
壓的慢性腎功能病患上（平均 diethylene triamine 
pentacetatic acid 清 除 率  clearance 25 
mL/min），在短期（30 天）17 和長期（60 天）18

研究上發現，單獨使用 HCTZ 或 furosemide 和兩
者併用的情況下都可以降低血壓和增加尿鈉排
除，但在兩藥物併用的效果較明顯，平均動脈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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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 15 mmHg。但是研究的樣本數僅有 7和 23
人，稍嫌不足。 

Cirillo 等人19，在 14 個平均年齡為 67.5 歲、
使用 3.8 個高血壓藥品和腎功能 27 mL/min/1.73 
m2的血壓控制不良患者上，增加 CTD的使用，在
治療 12星期後，血壓降低 10.5 mmHg，體重降低
1.2kg，顯著降低蛋白尿，平均 CTD 使用劑量為
51mg。Agarwal 等人20，在 60 個平均使用 1.8 個
高血壓藥品和腎功能 39 mL/min/1.73 m2 的患者
上，使用低劑量的 CTD （25 mg/day），8星期後
血壓降低 19 mmHg，體重降低 0.88kg，但對蛋白
尿沒有影響。在這兩個非對照的小型試驗中發現，
CTD 可以改善慢性腎臟功能不全患者的血壓的控
制。 

在一個使用 3 種降血壓藥腹膜透析的患者21，
使用 6.25mg HCTZ 協助血壓的調控，使用數星期
後血壓降低 40/10 mmHg，尿量增加 300 ml/day。
在 12個執行血液透析患者使用 50 mg HCTZ 四星
期後，血壓沒有明顯變化22。 

Thiazide類利尿劑在腎功能不佳的患者上，結
果仍是不一致的。這些研究發現或許可以用在慢性
腎功能不全的患者上，研究樣本數少和研究設計的
關係，在建議常規使用前需要更多的資料加以佐
證。其實 loop類利尿劑，亦可以有效的降低血壓，
但是長期使用的效果較 thiazide類利尿劑差7，現階
段多保留給腎功能不佳的病人或體液過剩的病人
（心衰竭、腎病症候群）使用。 

 

表一：本院及常見 thiazide類利尿劑比較表 

 
身體可用率

（%） 

起始作用時間

（hours） 

尖峰作用時間 

（hours） 

半衰期 

（hours） 

分布

體積 

蛋白質結

合率（%） 

排泄途

徑 

作用時間 

（hours） 

常用劑

量（mg） 

Thiazides 

Hydrochlorothiazide

（HCTZ） 
60–70 2 4-6 3–10 

2.5 
l/kg 

40 
95% 

腎排泄 
12-18 

12.5-50 
qd or bid 

Thiazide like 

Chlorthalidone 

（CTD） 
65 2.5 2-6 24–55 

3–13 
l/kg 

99 
65% 

腎排泄 
24-72 

12.5-25 
qd 

Indapamide 93 1–4 - 6–15 25 l 75 肝代謝 24-36 1.25-2.5 

qd 

 

表二、Thiazide類利尿劑對血液動力學的影響7
 

使用狀態 

項目 
短期使用 （< 4 星期） 長期使用 （> 4 星期） 藥品停止使用後 

心輸出量 降低 增加（恢復到治療前狀態） 沒有改變 

血漿容積 降低 增加（恢復到治療前狀態） 增加（可能大於治療前狀態） 

血漿 renin活性 增加 增加 降低（恢復到治療前狀態） 

週邊血管阻力 短暫增加 逐漸降低 增加（恢復到治療前狀態） 

血壓 降低 降低 增加（不會恢復到治療前狀態） 

 

副作用 
Thiazide 類利尿劑的副作用大多和使用劑量

和持續時間（duration）有關係。但是在低劑量使
用下，這些副作用較不常見，且可以藉由改善疾病
的控制達到較好的生活品質。 

常見副作用主要為電解質的異常，會造成低血
鉀、低血鎂、低血鈉、高血鈣。建議可以在治療前
先測量電解質的基礎值（baseline），以利後續追
蹤。 

維持血鉀的平衡是很重要的，血鉀維持在 4至
4.5 mEq/l 較不易有心血管事件和葡萄糖耐受異常
事件發生23。每天使用 HCTZ 25mg 至 50mg，血
鉀會降低 0.06 至 0.5mEq/l24，可藉由併用 ACEIs
或 ARBs、在血鉀值小於 3.8mEq/l時併用保鉀利尿

劑，或限制鹽分攝取以降低血鉀的流失，亦可以採
取鉀離子補充的方式，改善低血鉀現象，但在矯正
低血鉀前必須先校正鎂離子的濃度。 

此外 thiazide類利尿劑會抑制尿酸排泄，導致
高尿酸現象。可以治療前先監測基礎值，治療後有
痛風事件發生或尿酸值上升，可以考量病患實際狀
況更換其他高血壓治療藥物或評估是否須要使用
降尿酸藥品。 

Thiazide 類利尿劑使用會有胰島素阻抗和葡
萄糖血糖耐受不良的現象，進一步可能導致糖尿病
產生或惡化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容易導致糖尿
病發生的危險因子有 thiazide 類利尿劑的使用劑
量、糖尿病家族史、腹部肥胖和代謝症候群。代謝
症候群被視為糖尿病前期，即使是低劑量也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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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藥品的使用。可藉由併用 ACEIs 或 ARBs，維
持血鉀的穩定降低血糖耐受異常的事件發生。 

另外也會增加 5~7%的總膽固醇和低密度脂蛋
白。藥物交互作用方面，NSAIDs 因為會導致鈉的
滯留，會降低 thiazide類利尿劑的作用，併用上需
要特別注意。 
 
結論 

Thiazide 類利尿劑已被廣泛使用將近五十
年，目前建議可以使用低劑量單獨或合併其他藥物
用於高血壓的治療。低劑量多建議和 ACEIs 或
ARBs 並用，降低電解質和代謝異常的副作用，現
在也有許多此類的複方劑型可以供治療上的選
擇。Thiazide類利尿劑除了增加利尿效果減少體液
的降血壓的機轉外，還有降低血管周邊阻力的機
轉，因此腎功能不佳的患者使用可能也有血壓調控
的作用，但因為相關研究資料有限，目前不建議常
規使用於腎臟功能不佳的患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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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aliplatin引起之周邊神經病變 
王美廸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藥劑科  
資料來源：長庚藥物安全簡訊 Vol.10(2) 

前言 
Oxaliplatin 廣泛用於腸胃道腫瘤之治療，有

將近九成癌症病人接受治療後會產生手腳麻木、
感覺異常等周邊神經病變，連日常生活之簡單動
作皆難以進行，嚴重影響病人日常活動及生活品
質，甚而導致病人因畏懼此副作用而不願意接受
化療，加速疾病惡化。有鑑於此，本文將針對
oxaliplatin引起周邊神經病變之機轉、預防方法、
處置方式與用藥指導進行討論，期望能降低病人
對 oxaliplatin 所致周邊神經病變之恐懼並儘量避
免其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機轉 

Oxaliplatin 抗癌作用機轉主要為嵌入去氧核
醣核酸雙股螺旋，導致分裂中的細胞凋亡，但其
引起周邊神經病變的機轉仍未十分明確。當神經
麻木症狀發生於 oxaliplatin 輸注的同時，稱之為
「急性神經毒性」，其症狀可持續數小時至數日，
可能是 oxaliplatin 干擾神經細胞之訊息傳遞，影
響膜電位興奮性，有遇冷加重的特性，有研究指
出其發生率高達 86%，可能與單次 oxaliplatin 輸
注劑量相關 1；除此之外，oxaliplatin 與周邊神經
細胞具有高度親和性，常在脊椎的背根神經節及
感覺神經內沉積，累積至 750-850 mg/m2以上而
造成神經細胞損傷，此種遲發性反應稱之為「慢
性神經毒性」或「累積性神經毒性」2, 3，神經細
胞若破壞不嚴重則有機會回復正常，一旦神經細
胞受損嚴重將導致永久性神經病變。Oxaliplatin
引起之急性與慢性神經病變症狀特點整理如表
一。 

 
預防方式 

針對 oxaliplatin 引起之神經毒性，其預防方
法及藥物治療至今仍存有相當多之爭議。
Oxaliplatin 引起之周邊神經毒性與神經細胞膜上
的鈣離子通道及鈣離子濃度有關，因此，臨床上
常使用鈣及鎂離子進行輸注以減少周邊神經病變
發生比率，許多研究顯示其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但近期亦有研究指出鈣及鎂離子輸注無法有效預

防 oxaliplatin 引起之周邊神經毒性，且有可能降
低化學治療之反應率 4。Glutamine為存在於體內
之胺基酸，具有組織修復功能，有研究指出接受
高劑量 paclitaxel 治療時，若同時給予 glutamine
可明顯減少感覺及運動方面之周邊神經損害，因
此，臨床上亦使用 glutamine 以減少 oxaliplatin
引起周邊神經毒性 3。目前惟有 amifostine 及
glutathione 被部分研究證實在 cisplatin 引發周邊
神經病變上確有神經保護之臨床意義，但在
oxaliplatin 之周邊神經病變上則較少大規模之臨
床實驗驗證 3,5。 

 
處置方式 

Oxaliplatin 引起之神經毒性至今仍是臨床上
棘手之難題，病人若已發生周邊神經病變，其治
療方式與神經痛之處置方式略同，藥物治療則以
非固醇類止痛藥、鴉片類止痛藥合併抗癲癇藥，
如 gabapentin 、 pregabalin 或抗 鬱藥，如
duloxetine進行緩解 4。 

 
用藥指導 

因 oxaliplatin 所引起之急性周邊神經病變遇
冷則會加重，因此需針對此特點提醒病人於使用
此藥治療後 5 天內須避免暴露於冰冷處及進食冰
冷的食物，如應避免使用冷水洗手、避免碰觸冰
冷的東西或物體；從冰箱中拿取食物時，最好穿
戴手套；在冷空氣中，可使用口罩或圍巾保護口、
鼻；注意保暖，感覺冷時，可穿戴毛衣、圍巾、
手套；在室內時可用溫水、熱敷袋來溫暖雙手。 

 
結論 

對於 oxaliplatin 引發之周邊神經病變，鈣及
鎂離子輸注經由大規模臨床試驗發現其效益與控
制組相去不多 4；有許多零星研究顯示口服 
glutamine 或靜脈輸注 glutamine 顯示可能有效
5，口服 venlafax亦有效果，但均缺乏大規模臨床
試驗驗證，仍需要更多研究找出最佳預防方案；
在此同時藥師可以對病人進行用藥指導，讓病人
能預先知道藥物可能的副作用並減低病人發生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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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神經病變後遇冷加重的情形發生，以期能減少
病人恐懼其副作用而拒絕治療使疾病惡化的情況

發生。 

 

表一：Oxaliplatin引起之急性與慢性神經病變症狀特點 3
 

特性 急性神經病變 慢性神經病變 

發生率 
1. 85%-95% 

2. 發生率與單次輸注劑量相關 

1. Grade 3/4 in 12%-18% 

2. 發生率與累積劑量相關 

劑量限制性毒性 非 是 

觸發因素 冰冷刺激 無 

感覺神經症狀 感覺異常、感覺遲鈍 感覺異常、感覺遲鈍、感覺失調 

運動神經症狀 肌肉痙孿較為少見 無 

起始時間 急性 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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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癇患者使用 macrolide類抗生素 

導致 carbamazepine中毒之案例報告 
陳秋如 1 蕭淑珍 1 王郁青 1 李炳鈺 1 莊曜聰 2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藥劑科 1 神經內科 2
 

資料來源：長庚藥物安全簡訊 Vol.10(3) 
前言 

Carbamazepine 為 強 力 肝 臟 酵 素 
(cytochrome P 450) 代謝誘導劑，特別是
CYP3A4 ，還 包含  CYP1A2 、 CYP2C9 與
CYP2C19 [1,2,3]。，可促進某些抗癲癇藥物 (例
如，lamotrigine、topiramate、tiagabine 等)或其
他非抗癲癇藥物 (例如，oral contraceptives、
antidepressants、warfarin 等)的代謝速率，進而
降低其藥物的血清中的濃度及藥效[3,4]。然而，
Carbamazepine若與肝臟酵素代謝抑制劑併用， 
carbamazepine 的 代 謝 會 被 抑 制 而 增 加
carbamazepine 的血清中濃度導致中毒[5]。因
此，對於須長期使用 carbamazepine 的病患，在
藥物治療有所調整時，宜監測血中濃度，且須特
別注意病患臨床表徵變化，以避免血清中濃度過

高導致中毒的風險。 
 

案例報告 
個案為 35歲女性癲癇患者，自 2005 年 2月

28日長期以 carbamazepine CR 200 mg/tab 1.5
顆 tid，與 lamotrigine 100 mg/tab1顆 tid控制病
情，並定期回神經內科門診追蹤，carbamazepin
藥物血中濃度皆控制在治療範圍內(血液中治療
範圍參考值: 8-12 ug/mL)。2012年 8 月 8日因眩
暈、噁心、嘔吐、疲勞、視力模糊及步態不穩而
至 屏 東 基 督 教 醫 院 就 診 ， 醫 師 懷 疑 是 
carbamazepine 中毒，而轉診至高雄長庚醫院急
診。病患於此次住院ㄧ個星期前曾有腸胃炎有腹
痛、腹瀉現象，住院前ㄧ天因牙痛而移除牙套，
醫師處方 erythromycin 250 mg/cap 1顆 qid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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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於本院急診檢驗 carbamazepine 血中濃
度，高達 22.6 ug/mL，醫師調整 carbamazepine 
CR 200 mg/tab 劑量為 1顆 tid 。 2012年 8月
10日抽血追蹤，carbamazepine 血清中濃度已降
為 12.05 ug/mL 。  病 患 於 治 療 期 間 之
carbamazepin血清中濃度請參見 Table 1。 

 
討論 

此病患因服用 erythromycin 250 mg/cap共
4個劑量後，產生眩暈、噁心、嘔吐、疲勞、視力
模糊及步態不穩現象，由檢驗數據得知 
carbamazepine 血清中濃度高達22.6 ug/mL。醫
師隨即降低劑量為  carbamazepine CR 200 
mg/tab 1 顆 tid ， 病 患 很 幸 運 的 在 停 用 
erythromycin 兩天後，carbamazepine 血清中濃
度則降為12.05 ug/mL。依據藥物交互作用可能性
評估表  (Drug Interaction Probability Scale, 
DIPS) [6]顯示，carbamazepine 產生藥物交互作
用可能性總分為 7 分，表示其引起交互作用之程
度為可能，請參見Table 2。 

Carbamazepine 經由肝臟酵素  CYP3A4 
與  CYP2C8 氧 化 成 carbamazepine-10,11- 
epoxide 活 性 代 謝 產 物 ， 接 著 代 謝 成 
trans-10,11-dihydroxy-carbamazepine，以未結
合型態排除於尿液中 [7]。 

Erythromycin 為一強的肝臟酵素  CYP3A 
抑制劑  [2]，與 carbamazepine並用會抑制 
carbamazepine 代 謝 成  carbamazepine-10, 
11-epoxide，使血中 carbamazepine 濃度增加，
carbamazepine-10,11-epoxide 濃度減少 [5]。可
能引發毒性作用的表現，如嗜睡、頭暈、噁心、
嘔吐、複視、眼球震顫、少尿等 [2]。中毒症狀通
常發生在給予 erythromycin 後24小時內發生，
但停藥後 48至 72小時即可緩解；若服用 
carbamazepine 高達每天24克，可能會產生致命
性中毒 (例如，昏迷、癲癇發作、呼吸抑制、呼
吸驟停等) [9]。 

文 獻 研 究 顯 示  carbamazepine 併 用 
clarithromycin，比起併用 erythromycin 有較低
之 carbamazepine中毒風險，因 erythromycin 
同 時 抑 制  CYP3C4 與  CYP1A2 ， 而 
clarithromycin 僅抑制  CYP3C4 [2]。新一代
azithromycin 雖為一半合成之  macrolide 類抗
生素，但研究結果顯示azithromycin仍會有意義提
升 carbamazepine 血清中濃度 [10]。 

有文獻提出若併用 lamotrigine，可能會導致 
carbamazepine 血清中濃度增加，引起神經毒性

症狀 [4,11]。抗精神藥物risperidone及haloperidol 
[12] 與葡萄柚汁[13]，併用carbamazepine亦會升
高carbamazepine 血清中濃度。然而，金絲桃(St. 
John’s wort ， hypericum perforatum) 、
phenytoin 、 phenobarbital 會經由 CYP3A4 、
CYP2C9、CYP2C19誘導  carbamazepine 代
謝，使carbamazepine 血清中濃度減少 [14]。 

臨床上，藥物動力學依據其血清中濃度改變
之大小與臨床意義可區分為三種不同等級，請參
見 Table 3。Carbamazepine 與 macrolide 類抗
生 素  (clarithromycin 、 erythromycin 、
troleandomycin) 之交互作用屬於等級1 (Level 1) 
[3]，macrolide會抑制 carbamazepine 代謝，升
高藥物血中濃度，導致嚴重的毒性，應避免合併
使用會抑制 CYP3A4之 macrolide 類抗生素，建
議可改用 azithromycin 或 spiramycin。 

 
結論 

對於需長期使用 carbamazepine 之癲癇患
者，應避免處方肝臟酵素代謝抑制劑藥物，尤其
是 CYP3A 抑制劑。如果臨床狀況非得合併使用 
carbamazepine 與 macrolide 類抗生素時，可選
擇 macrolide 類 中 較 低 交 互 作 用 之
azithromycin，同時需密切監測 carbamazepine 
血中濃度及病患臨床表現變化，以防止不良反應
發生。血清中 carbamazepine 濃度過高時，可先
降 低  carbamazepine 劑 量 ， 及 選 擇 與
carbamazepine 無交互作用之抗生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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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Carbamazepine serum concentration during treatment 

Drug/Date Unit 
Therapy 

range 
2005/5/3 2005/9/26 2006/1/23 2007/5/21 2008/8/4 2009/3/26 2012/1/27 2012/8/8 2012/8/10 

carbamazepine ug/mL 8-12 11.97. 8.83 11.05 8.43 9.38 9.55 9.76 22.6 12.05 

 

Table 2、The Drug Interaction Probability Scale 

 Yes No Unknown 

1. Are there previous credible reports of this interaction in humans? 
2. Is the observed interac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known interactive 

properties of precipitant drug? 
3. Is the observed interac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known interactive 

properties of object drug? 
4. Is the event consistent with the known or reasonable time course of 

the interaction (onset and/or offset)? 
5. Did the interaction remit upon dechallenge of the precipitant drug 

with no change in the object drug? 
6. Did the interaction reappear when the precipitant drug was 

readministered in the presence of continued use of object drug? 
7. Are there reasonable alternative causes for the event? 
8. Was the object drug detected in the blood or other fluids in 

concentrations consistent with the proposed interaction? 
9. Was the drug interaction confirmed by any objective evidence 

consistent with the effects on the object drug? 
10. Was the interaction greater when the precipitant drug dose was 

increased or less when the precipitant drug dose was decreased?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2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Highly Probable: Score >8; Probable: Score 5–8; Possible: Score 2–4; Doubtful: Score <2 
Total：7 

 

Table 3、The level of pharmacokinetic interactions in clinical setting 
Level of interactions Precautions 

Level 1 may result in potentially serious clinical consequences, and the combination should 
be avoided 

Level 2 usually imply cautiousness and possible dosage adjustments, as the combination 
may not be possible to avoid 

Level 3 refer to interactions where dosage adjustment are usually not necessary, and 
clinically relevant changes in serum concentrations are not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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