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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壓與心臟血管疾病（CVD；cardiovascular 

disease）是呈線性與持續性的相關性。針對40到
70歲的人而言，血壓範圍從 115/75到185/115 
mmHg之間，每增加收縮壓20 mmHg或舒張壓10 
mmHg，會增加雙倍的CVD風險。1 當其他CVD危
險因子諸如糖尿病或是慢性腎臟疾病同時存在
時，CVD的風險與高血壓有更高的關聯性。在全世
界中約有54%的中風和47%的冠狀心臟疾病是由
高血壓引起的。2故有效控制高血壓可以降低心臟血
管事件的發生率。醫師若能應用各高血壓的治療指
引，並依據患者特質和合併症情況調整治療藥物的
選擇，在診治病患上就能達到最佳的療效。  
 
定義和分類 

如何正確的量測血壓在高血壓的定義和分類
是非常重要的，會影響診斷。2 

 
正確測量血壓的方法 2,3

  
一、 量血壓前一小時禁止運動，前三十分鐘禁止吸

菸及攝取含咖啡因的飲料，測量前必須休息五
分鐘，於平靜和溫暖的地方量測。 

二、 排空膀胱和腸道，並移除所有覆蓋在袖口位置
的衣物，坐在有靠背的椅子，手臂支撐在與心
臟同高的位置，兩腳平放、避免交叉或翹腳。
在特殊情況下必須量測平躺及站立之血壓。 

三、 以兩次或兩次以上之測量結果來求取平均
值，並且兩次測量間必須間隔 1–2分鐘以上。
若前兩次的數值差異超過五毫米汞柱，數據可
能有誤差，必須再測量更多次。  

四、 每天早上起床後以及每晚睡覺前，以坐姿測
量。  

五、 建議使用水銀血壓計或校正過之無液或電子
血壓計，並選用適當大小的血壓加壓帶。  

六、 收縮壓及舒張壓均需定期記錄，回診時提供醫
師參考。 
在台灣心臟學會 (the Taiwan Society of 

Cardiology；TSOC)以及台灣高血壓協會 (the 
Taiwan Hypertension Society；THS)2015年的高
血壓治療指引中，血壓被分為正常、高血壓前期、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以及單純收縮性高血壓（表
一）。2然而在2014年高血壓指引中則是避免分類此
定義而是專注於以實證為基礎的血壓治療目標。4 
 

表一 高血壓的分類 

分期 收縮壓
(mmHg)     

 舒張壓
(mmHg) 

正常 <120 和 <80 
高血壓前期 120-139 或 80-89 
第一期高血壓 140-150 或 90-99 
第二期高血壓  160-179 或 100-109 
第三期高血壓 ≧180 或 ≧110 

單純收縮性高血壓 ≧140 和 ＜90 

 
治療 

一、生活型態改變： 生活型態的改變（life style 
modification；LSM）在高血壓預防和管理是必要的
一部分5。人們普遍認為，LSM對降低血壓的效果
等同於單一藥物治療6。如果應用適當，LSM可延
緩第一期高血壓病患的藥物治療，允許減少抗高血
壓藥物的數量和劑量7。LSM可概括為S-ABCDE：
限鹽（Sodium restriction），酒精的限制（Alcohol 
limitation），減少體重（Body weight reduction），
戒菸（Cigarette smoke cessation），適當飲食（Diet 
adaptation），與運動（Exercise adoption）（表
二）。2對於所有高血壓和高血壓前期患者，指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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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以調整生活型態的非藥物治療方式治療高血
壓。4,8 
 

二、藥物治療： 儘管生活型態調整，但許多
高血壓患者還是需要藥物治療來控制血壓。JNC 8
建議所有患者使用Thiazide類利尿劑作為起始治
療，但有糖尿病或慢性腎病患者推薦血管收縮素轉
換酶抑制劑（ACEI）或ARB單獨使用，或與其它類
藥物合併的劑型作為起始治療。 
 

表二 生活型態的改變 

生活型態
改變 

建議 潛在收縮壓下
降值 

限鹽 膳食中限鹽2.0-4.0 gm/天 2.5 mm Hg /每
少1克鹽 

酒精的限
制 

男性：乙醇<30 gm/天 
女性：乙醇<20 gm/天 

2-4 mm Hg 

減重 保持正常體重標準（BMI：
22.5-25.0 kg/㎡） 

1mm Hg /  

每減重1公斤 

戒菸 完全節制 無單獨影響 

適當飲食 DASH飲食：多吃富含水果、蔬
菜和低脂膳食。 

10-12 mm Hg 

運動 有規律地有氧運動：每週至少
3-4天，每天至少40分鐘 

3-7 mm Hg 

BMI: Body Mass Index 身體質量指數 

DASH: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終止高血壓
膳食療法 

 
(一)設定血壓目標 

表三提供了各個指引的血壓控制目標。針對不
同族群，其血壓標的亦不相同。 
  

表五 各類降壓藥物在 compelling適應症的治療 2,15 

compelling 適應症 推薦藥物 

心衰竭 利尿劑、β-阻斷劑、ACEI、ARB、
醛固酮拮抗藥 

心肌梗塞後 β-阻斷劑、ACEI、醛固酮拮抗藥 

高冠心病風險 利尿劑、β-阻斷劑、ACEI、
ARB+CCB 

糖尿病 ACEI、ARB、CCB 

慢性腎臟疾病 ACEI、ARB 

預防復發性中風 利尿劑、ACEI 

單純收縮性高血壓 利尿劑、CCB、ARB 

良性前列腺肥大 α-阻斷劑 

周邊動脈阻塞性疾病 CCB 

ACEI：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ARB：angiotensin-receptor blocker 

CCB：calcium-channel blocker 

 
(二)藥物介紹 

降血壓藥品種類很多，醫師主要依病人疾病的

狀況與藥品特性來選擇適合的治療藥品。表四呈現
一些常用的抗高血壓藥物之劑量、作用機制以及
優、缺點或禁忌。1,2,15表五詳述各類降壓藥的適應
症。2,15 
 

根據患者臨床特質和合併症情況，調整藥物的治療
選擇 

儘管Thiazide類利尿劑為一般推薦的首選藥
物，然而醫師仍應根據患者臨床特質和合併症情況
來加以調整藥物的治療選擇。一般而言，老年病人
傾向對鹽較敏感，所以利尿劑或鈣通道阻斷劑對其
療效較明顯。年輕的高血壓患者通常對腎素-血管收
縮素系統的抑制劑反應較好，因此ACEI或ARB是較
好的初始選擇；這些藥物對糖尿病患者也有幫助，
特別是有微量白蛋白尿存在的情況下。心臟衰竭患
者以ACEI、利尿劑、心臟選擇性-受體阻斷劑和
ARB類藥物為優。-受體阻斷劑和ACEI對於罹患心
肌梗塞之高血壓患者是很好的降壓藥。腎絲球過濾
速率降低的患者以ACEI或ARB類藥物為優，尤其是
如果有蛋白尿的情況下。 
 

 
圖一 高血壓處置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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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藥物治療原則 
在2014年高血壓指引中，專家學者們根據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RCTs）的策略及專家
們的經驗制定了高血壓處置流程圖( 如圖一) ，以
協助醫師們執行參考。4 

1. 藥物合併治療（固定劑量複方藥物或單方
藥物合併使用） 

組合治療日益普及，它們有幾個優點，不但治
療效果較好， 還可藉由降低劑量來減少副作用。
複方藥物製劑可減少藥丸的數量，減少副作用，增
加服藥順從性。2高血壓患者有不同的合併症16，因
此，併用不同機轉的抗高血壓藥物可能比單種藥物
劑量更有效。2 

 
建議合併的藥物種類 
○1  ACEI類藥物＋hydrochlorothiazide 

○2  ARB類藥物＋hydrochlorothiazide 
許多ACEI和ARB類藥物可與thiazide類合併使

用，具有很好的耐受性，對於血壓大於160/100毫
米汞柱的患者，通常是較好的初始治療。 
○3  ACEI類藥物＋nonhydropyridine鈣通道阻斷劑 
○4  ARB類藥物＋nonhydropyridine鈣通道阻斷劑 

許多學名藥常以ACEI或ARB與amlodipine在
不同劑量下合併使用，而ACEI或ARB可以避免
amlodipine單獨治療時出現的水腫副作用。 
○5  鈣通道阻斷劑＋β-阻斷劑 
 
不建議合併的藥物種類 
○1  ACEI與ARB合併治療 

ACEI併用 ARB 似乎並不具臨床效益。
ONTARGET（Ongoing Telmisartan Alon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Ramipril Global Endpoint Trial）
證實ACEI併用ARBs在高血壓的治療並沒有好處，
反而有更多副作用例如引起高血鉀和減少腎絲球
過濾速率。17 
○2  β-阻斷劑＋利尿劑(除了心衰竭患者之外) 

應該非常謹慎使用，因為有較高致糖尿病的風
險。18 
○3 （ACEI或ARB）＋DRI 

在2011年發表的ASPIRE研究發現，在心肌梗
塞後併發心臟衰竭的患者，在使用ACEI (或ARB)
加上aliskiren並不會改善心肌重塑、死亡率、心臟
衰竭住院率，反而會增加不良反應事件，包括低血
壓、高血鉀、腎衰竭。19 

 
2.血壓未達標準時，藥物調整策略 
當血壓控制不好時，應排除下列幾項因素諸如

白袍效應、併服引起血壓上升的藥物、過量的酒精
或鹽分攝取、引起高血壓的續發性原因、服藥順從
性差等。血壓控制不好的病人臨床上常出現明顯的
容量過度負荷，因此對於腎功能正常的患者（腎絲
球過濾速率大於45毫升 /分鐘）可添加或增加
thiazide類或thiazide-like類利尿劑，而對於腎功能
異常的患者（腎絲球過濾速率≤45毫升/分鐘）可給
予loop類利尿劑控制其血壓。20 如果患者服用的兩
個藥物是拮抗同一種致病機制，那麼其中一個應改
為不同類別的藥物。如果患者服用三個藥物但血壓
仍控制不佳，醫師應確定患者服用的是不同類別的
藥物。若患者服用三或四個藥物但血壓仍控制不
佳，醫師應考慮增加一類保鉀型利尿劑如
spironolactone或amiloride。此外，合併α-和β-阻斷
劑，中樞作用劑也可列入治療考量。如果血壓依然
無法控制，應會診高血壓專家來處理。 
 
 
結論 

長期血壓偏高容易造成動脈血管傷害，導致動
脈硬化、心臟血管疾病及腎臟衰竭等嚴重問題；輕
微的血壓偏高可藉由減輕體重、適量規律的運動、
限制鹽分的攝取、戒菸、減少飲酒量、降低飽和脂
肪及膽固醇攝取量、保持愉悅心情、避免精神緊張
等生活型態的改變來嘗試降壓，但若上述方法無效
時，則應再配合藥物的治療。雖然各個指引提供不
同族群有不同的目標血壓，醫師仍應根據患者臨床
特質和合併症來加以調整藥物的治療選擇。理想的
高血壓藥物治療目標是使用最少量的藥物與最少
的副作用，以達到最佳的血壓控制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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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各種指引血壓目標2,4 
各種指引 

 
族群 血壓目標（mm Hg） 首選降壓藥 

2014 高
血壓指引4 

一般族群≧60 歲 ＜150/90 非黑人：Thiazide，ACEI，ARB或CCB。 
黑人：Thiazide 或 CCB。 一般族群＜60 歲 ＜140/90 

糖尿病 ＜140/90 
慢性腎病 ＜140/90 ACEI 或 ARB。 

ESH/ESC 
20139 

一般族群非年紀大者 ＜140/90  

B-blocker，Diuretic，CCB，ACEI或ARB。 一般族群年紀＜80歲 ＜150/90 
一般族群年紀≧80歲 ＜150/90 
糖尿病 ＜140/85 ACEI 或 ARB。 

慢性腎病無蛋白尿 ＜140/90 ACEI 或 ARB。 

慢性腎病有蛋白尿 ＜130/90 

CHEP 
201310 

一般族群＜80歲 ＜140/90 B-blocker（＜60歲），Thiazide，ACEI（非
黑人）或ARB。 一般族群年紀≧80歲 ＜150/90 

糖尿病 ＜130/80 有較大CVD風險用ACEI或ARB。若無則用
ACEI，ARB，Thiazide 或DHPCCB。 

慢性腎病 ＜140/90 ACEI或ARB。 
ADA 

201311 
糖尿病 ＜140/80 ACEI或ARB。 

KDIGO 
201212 

慢性腎病無蛋白尿 ≦140/90 ACEI或ARB。 
慢性腎病有蛋白尿 ≦130/80 

NICE 
201113 

一般族群＜80歲 ＜140/90 ＜55歲：ACEI或ARB。 
一般族群≧80 歲 ＜150/90 ≧55歲或黑人：CCB。 

ISHIB 
201014 

黑人，低風險 ＜135/85 Diuretic或CCB。 
標的器官損傷或CVD風險 ＜130/80  

TSOC/THS 
20152 

一般族群非年紀大者 
年紀大者（年紀≧80歲）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中風 
慢性腎病無蛋白尿 
慢性腎病有蛋白尿 
末期腎臟疾病（ESRD） 
使用抗血栓預防中風者 

 ＜140/90 
 ＜150/90 
 ＜130/80 
 ＜130/80 
 ＜140/90 
 ＜140/90 
 ＜130/80 
 ＜150/90 
＜130/80 

B-blocker，Diuretic，CCB，ACEI或ARB。 

Thiazide diuretic，CCB。 
ACEI，ARB，DRI 
B-blocker，ACEI，ARB，CCB (長效)。 
ACEI，ARB，Thiazide diuretic，CCB。 
ACEI，ARB，loop diuretic。 
ACEI，ARB 

 

ACEI：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RB：angiotensin-receptor blocker；CCB：calcium-channel blocker 

DHPCCB：dihydropyridine calcium channel blocker；DRI：Direct renin inhibitor 

ESRD：end-stage renal diseases 

ESH/ESC：European Society of Hypertension /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CHEP：Canadian Hypertension Education Program 

ADA：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KDIGO：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 

NICE：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ISHIB：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Hypertension in Blacks 

TSOC/THS：Taiw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Taiwan Hypertens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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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高血壓的藥物治療 1,2,15 

藥物類別 
（每日劑量，毫克） 

優點 缺點 

利尿劑 
Hydrochlorothiazide (12.5-50) 
Chlorothiazide (250-500) 
Chlorothalidone (12.5-50) 
Indapamide(1.25-2.5) 

對老年人、獨立性收縮性高血壓、糖尿病
以及對鹽敏感的患者較有效。 
價廉。 

可能會增加葡萄糖、膽固醇和尿酸值。 
引起低鉀血症。 
光敏感性。 
痛風禁忌。 

ACEI 
Enalapril（5-40） 
Fosinopril（10-40） 
Lisinopril（5-40） 
Peridopril（4-16） 
Quinapril（5-80） 
Ramipril（1.25-20） 
Captopril（25-100） 

慢性腎病、心衰竭、糖尿病首選。和利尿
劑併用效果好。 
ACEI 學名藥價廉。 

15%會引起咳嗽（可換為 ARB）。血清
中 creatinine 值可能上升 30% 。 
0.1% - 0.7%引起血管性水腫。 
懷孕禁忌。 
高血鉀。 

ARB 
Losartan（25-100） 
Candesartan（16-32） 
Irbesartan（150-300） 
Valsartan（80-320） 
Telmisartan（80-160） 
Azilsartan（20-80） 
Olmesartan（20-40） 

耐受性佳。 
血管性水腫少見。 
和利尿劑併用效果好。 
不會引起咳嗽。 

暈眩。 
相對價格較貴。 
懷孕禁忌。 
高血鉀 

保鉀利尿劑 
Spironolactone（25-100） 
Triamterene（25-100） 

一般在 thiazide 類藥物引起低鉀血症時使
用。 

高血鉀症（triamterene 較少發生）。 
男性女乳症（spironolactone）。 
降壓效果較弱。 

Loop 利尿劑 
Furosemide（20-80） 
Bumetanide（0.5-2） 
Torsemide（2.5-10） 

強效 
適合用於心衰竭、末期腎衰竭。 

引起低鉀血症、低血壓、電解質不平衡。 

β-阻斷劑 
Atenolol（5-100） 
Metoprolol（50-300） 
Propranolol（40-480） 
Nebivolol（2.5-10） 
Carvedilol（12.5-50） 
Bisoprolol（5-20） 

Carvedilol是 α- 和 β-阻斷劑。 
Nebivolol也是一種血管擴張劑。 
注意：除心衰竭外，不要用 β-阻斷劑作為
初始治療藥物。 

支氣管痙攣、心搏緩慢、心衰竭。 
遮蔽胰島素誘發的低血糖。 
血液循環減弱。 
失眠。 
疲勞。 
運動耐受力降低。 
高三酸甘油酯（具 ISA除外）。 
氣喘、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禁忌。 

CCB 類藥物 
Diltiazem（120-360） 
Verapamil（120-480） 
Amlodipine（2.5-10） 
Nifedipine（30-120） 
Felodipine（2.5-20） 

耐受性好且療效佳。 
相對便宜。 
 
 

引起利尿劑阻抗性水腫、頭痛、心臟傳
導缺損、便秘、 
牙齦腫脹。 
勿與葡萄柚汁合用 

Reserpine（0.05-0.25） 廉價 鼻塞、抑鬱、消化性潰瘍。 

中樞 β-作用劑 
Methyldopa（500-3000） 
Clonidine（0.2-1.2） 

廉價 
 
 

鎮靜、口乾、心搏緩慢、反彈性高血壓。 

α-阻斷劑 
Prazosin（2-30） 
Doxazosin（1-16） 
Terazosin（1-20） 
Alfuzosin（10） 

非常有效。 
廉價。 
 

姿態性低血壓。 
腹瀉。 

Hydralazine（50-300） 廉價 頭痛。狼瘡性反應。水腫 

直接腎素抑制劑 
Aliskiren（150-300） 

可減少血漿腎素。 
與其他藥併用療效好。 

腹瀉。 
高血鉀。 

ACEI：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ARB：angiotensin-receptor blocker, CCB：calcium-channel blocker, ISA：intrinsic 

sympathomimetic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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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劑引起 B型肝炎病毒再活化的預防與治療 
張美枝 林育昰 

嘉義長庚醫院藥劑科 

 

前言 
台灣是 B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

的流行地區，HBV 的帶原者佔 15-20% １，曾經感
染 HBV 的患者，當個體的免疫反應受到抑制時，

就存在HBV再活化（hepatitis B virus reactivation）
的 風 險 ２ 。 免 疫 抑 制 劑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自早期的類固醇、器官移植後的抗排斥藥
物、化學治療藥物及自體免疫疾病治療藥物，隨著

http://www.hypertension.ca/hypertension-without-compelling-indications
http://www.hypertension.ca/hypertension-without-compelling-indications
http://www.nice.org.uk/guidance/cg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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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與研究的進步，陸續出現更多不同機轉生物製
劑和單株抗體製劑，讓免疫抑制劑引起 HBV 再活
化成為近年來備受重視的議題， HBV 的再活化伴
隨肝炎發作（hepatitis flare），除可能延誤疾病的
治療外，嚴重者會導致肝代償不全（ hepatic 
decompensation）、肝衰竭及死亡的發生３。 

 
定義與機轉 

B 型肝炎病毒再活化定義為原先未偵測到
HBV DNA患者，在治療後偵測到 HBV DNA的量，
或原本已存在有 HBV DNA但量突然上升超過原本
的 2 log10IU/ml，有些研究則定義上升超過原本量
10 倍以上。肝炎發作則定義為血中 ALT（alanine 
aminotransferase）較治療開始前超過 3 倍以上的
升高４。 

HBV再活化的確切機轉目前還不十分清楚，較
為明確的是化學治療藥物部分，可能機轉是給予化
學治療藥後，除淋巴球的功能受到抑制外，也影響
γ干擾素（γ-interferon）和腫瘤壞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的產生，導致免疫力下
降，使潛伏在肝細胞的 B肝病毒能大量複製並感染
肝細胞﹔當結束化療後或在兩次化療間，隨著免疫
力的逐漸恢復，特異性毒殺 T 細胞會攻擊被 B肝病
毒感染的肝細胞，而造成肝細胞損傷和壞死。另外
部分免疫抑制劑藉由直接抑制 B細胞功能，像是 B
細 胞 標 靶 生 物 製 劑 anti-CD20 單 株 抗 體
ofatumumab和 rituximab，而引起 HBV再活化２。 

 
B 型肝炎感染篩檢及肝功能評估 

使用免疫抑制劑治療前，應先進行肝功能評估
及 B 型肝炎感染篩檢，肝功能評估包含
AST(Asparatate transaminase)、 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total bilirubin、prothrombin 
time及腹部超音波與 α-fetoprotein檢查。B型肝炎
感染篩檢包括 B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或 B型肝
炎核心抗體(anti-HBc)，呈現陽性反應者，表示曾
經 HBV 感染，皆須測定基礎 HBV DNA 的量。若
再同時測定 B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效價，
可區分 HBV 再活化風險程度，但不影響預防性抗
病毒藥物的使用，因為免疫抑制劑的使用會減低
anti-HBs的效價，甚至造成血清轉換為陰性而喪失
其保護力。若 HBsAg(+)則還需進一步測定 B 型肝
炎 e 抗原(HBeAg)和 B 型肝炎 e 抗體(anti-HBe)。
若 HBsAg(-)/anti-HBc(-)表示尚未感染過 HBV，在
使用免疫抑制劑前應先接受 HBV 疫苗注射，追蹤
檢測 anti-HBs是否轉為陽性５。 

肝功能追蹤方面，在免疫抑制劑使用前，若

HBsAg(+)有肝功能異常，需每月追蹤肝功能。免疫
抑制劑治療期間，也應每月觀察肝炎症狀，並進行
理學檢查及追蹤 ALT ； HBV 篩檢結果為
HBsAg(+)/anti-HBc(+)與 HBsAg(-)/anti-HBc(+)宜
每 6個月進行腹部超音波與 α-fetoprotein檢查。 

HBV病毒量追蹤方面，在 HBsAg(+)有肝功能
異常者建議每月追蹤；在 HBsAg(+)無肝功能異常
者，選用低抗藥性抗病毒藥物（entecavir、tenofovir）
者，每 6-12 個月追蹤，若選用其他抗病毒藥物則
每 3 個月追蹤；在 HBsAg(-)/anti-HBc(+)者也要每
3個月追蹤６。 

 
HBV 再活化風險評估 

接受免疫抑制劑的患者 HBV 再活化的風險與
患者 HBsAg 的狀態及使用的免疫抑制劑的種類有
關，因血清檢測結果為 HBsAg(+)的病患接受免疫
抑制劑時，相較於 HBsAg(-)的病患，其發生 HBV
再活化的風險較高。根據統合分析研究顯示固態腫
瘤病患接受化學治療時， HBsAg(+)患者 HBV 再
活化發生率是 4-68%，在康復型 HBV 感染
(HBsAg(-)/anti-HBc(+)/HBV DNA(-)) 患 者 是
0.3-9%

７。 
在免疫抑制劑種類方面，使用 Anti-CD20藥物

發生 HBV再活化發生率，無論在 HBsAg(+)患者或
HBsAg(-)/anti-HBc(+)患者可能都大於 10%；而在
HBsAg(+) 患 者 接 受 醣 皮 質 類 固 醇
（glucocorticoid），在高劑量(>20mg prednisone)
脈衝式給藥或中劑量(10-20mg prednisone)長期給
藥，HBV 再活化風險至少 10%。TNF-α 抑制劑用
於克隆氏症、風濕性疾病和乾癬治療時，HBsAg(+)
患 者 HBV 再 活 化 發 生 率 是 0-40% ， 而
HBsAg(-)/anti-HBc(+)患者是 0-5%4。 

美國肝病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ASLD）依 HBV再
活化風險程度進行分級，區分為非常高度風險
(>20%)、高度風險(11-20%)、中度風險(1-10%)、
及低度風險(<1%)，如表一２。 

 
臨床症狀 

大部份的人可能是沒有症狀，只檢測到 HBV 
DNA 量快速增加，在肝炎發作時伴隨 ALT 上升合
併噁心、嘔吐症狀，嚴重時有黃疸、急性肝衰竭甚
至死亡發生２。 

 
HBV 再活化治療及預防 

目前台灣在慢性 B 型肝炎的藥物治療分為兩
大類：注射型干擾素（Interferon）和核酸類口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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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藥物（Nucleoside or nucleotide analogs）有
干安能(lamivudine)、喜必福(telbivudine) 、干適能
(adefovir) 、 貝 樂 克 (entecavir) 及 惠 立 妥
(tenofovir)。當發生 HBV再活化時，即使沒有臨床
症狀，都建議開始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主要目的
在是預防 B肝發作，因為發生嚴重肝炎或肝衰竭的
比率高達 25-50%，特別是接受合併 rituximab化療
的血液疾病患者，會有更高的風險。在發生 HBV
再活化時，建議在初次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患者使
用 tenofovir 或 entecavir ， 不 推 薦 使 用
lamivudine，因為會增加抗藥性風險。若先前已使
用過 lamivudine患者，推薦使用 tenofovir，因為在
曾經使用過 lamivudine 的患者，有較高風險出現
entecavir 抗藥性。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 HBV 再活
化，在降低罹病率和死亡率的研究還很缺乏，雖然
有個案報告顯示在早期給予抗病毒藥物治療會改
善臨床症狀，但病程惡化造成肝衰竭甚至死亡的案
例也有報告４,5。 

預防 HBV 再活化治療部分，在一個統合分析
研究，顯示 HBsAg(+)固態腫瘤病患接受化學治療
時，投與預防性抗病毒藥物可降低 82% HBV再活
化風險及肝炎發生，並減少 90%化學治療中斷，但
無法有意義的降低急性肝衰竭和死亡７。因此使用
預防性抗病毒藥物時機，須依據 HBV 再活化風險
分級來決定，建議在中至非常高度風險病人，在開
始免疫抑制劑治療前投與預防性抗病毒藥物；在低
度風險病人，由於目前沒有預防性抗病毒藥物使用
的相關研究，僅建議監測 HBV再活化指標 5。 

預防性抗病毒藥物建議使用較不易產生抗藥
性的 tenofovir或 entecavir

２，不建議使用干擾素５。
雖然有系統文獻回顧 lamivudine 可以降低
80-100%的 HBV 再活化２，但在針對 HBsAg(+)的
B 細胞淋巴癌患者使用有 rituximab 的化學治療組
合時， 發現即使已給予預防性抗病毒藥物，HBV
再活化風險有 3.4-80%，其中有 59%使用
lamivudine

８。根據最近的隨機控制研究，比較
entecavir 0.5mg 和 lamivudine 100mg 用於接受
R-CHOP  (rituximab + cyclophosphamide + 
doxorubicin + vincristine + prednisolone)的淋巴癌
病人，發現 entecavir 相較於 lamivudine 更能減少
HBV 再活化（6.6% vs.30%）和 HBV 肝炎(0% 
vs.13%） ９；雖然目前沒有比較 tenofovir 和
lamivudine 研究，但仍相信 tenofovir 效果和
entecavir一樣。因此在 2012年風濕病醫學會免疫
風濕病患接受生物製劑治療 B 型肝炎篩檢與防治
共識建議，將 entevavir和 tenofovir列為首選，但
若患者血中病毒量低（≦2000IU/ml）亦可考慮

lamivudine、telbivadine、 adefovir。美國胃腸學
會(American Gastroenterological Association ，
AGA)也提及 lamivudine 可用於化學治療計劃是一
年內且產生抗藥性風險較低的病人 4。 
 

表一、HBV再活化風險程度分級 

治療 HBsAg(+) HBsAg(-) 

/anti-HBc(+) 

Anti-CD20單株抗體 

血液幹細胞移植 

非常高度風險 中度風險 

高劑量醣皮質類固醇＊ 

Anti-CD52單株抗體 

高度風險 低度風險 

細胞毒性化療組合 

TNF-α抑制劑 

固態器官移植使用抗排

斥藥物 

中度風險 少見 

Methotrexate 

Azathioprine 

低度風險 少見 

雄性素去除療法 

雌激素和黃體素抑制劑 

沒有已知風險 沒有已知風險 

＊高劑量醣皮質類固醇: >20mg prednisone 

非常高度風險：>20% 

高度風險：11-20% 

中度風險：1-10% 

低度風險：<1% 

 
治療時間 

不管是預防性或治療 HBV 再活化的抗病毒藥
物，其治療的時間是一樣的，取決於免疫抑制治療
的類型、治療前 HBV DNA的數量、潛在肝臟疾病
的嚴重度，一般建議在結束免疫抑制劑後，再持續
使用至少 6個月，若有使用 anti-CD20 藥物時，治
療時間要再持續使用至少 12 個月，因為在這樣的
病人的 B細胞功能恢復時間會延遲。若是須長期使
用免疫抑制劑的血液或器官移植病人，可能需要長
期抗病毒藥物５，某些 HBsAg(+) HBV DNA>2000 
iu/ml或肝硬化患者，可能需要長期的治療。 

針對預防性抗病毒藥物治療時間長短及何時
開始給藥，目前並沒有很好的建議指引，有一大型
研究顯示在化學治療前開始使用 lamivudine，並在
化療結束後持續使用中位數 3.1 個月，在停用
lamivudine 後，有 24%的病人 HBV 再活化，這些
病 人 中 有 50% 在 治 療 前 HBV DNA>104 
Copies/ml(接近 DNA>2000IU/ml)，而 HBV DNA
量較低者，HBV再活化率只有 10%10。 

 
結論 

所有接受免疫抑制劑患者在進行治療前，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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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醫師本身是否為 B肝帶原者，並進行檢測 HBV 
標記，評估 HBV 再活化風險。針對接受化學治療
或免疫抑制治療的慢性 B肝患者，健保自 2009年
11月起開始給付預防性抗病毒藥物，但對於新開發
免疫抑制劑，目前臨床使用時間尚短，相關安全性
研究報告也較少，因此臨床使用時需密切追蹤病人
肝功能相關的檢驗數值，以減少病人在使用免疫抑
制劑時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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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osumab造成下顎骨壞死 

(osteonecrosis of jaw, ONJ)之案例報告 
翁玟雯 林佩姿 

嘉義長庚醫院藥劑科 

資料來源：長庚藥物安全簡訊 Vol.11(3) 

前言 
過去大部分是雙磷酸鹽造成下顎骨壞死案

例，近來發現其他藥物也會有此不良反應，促使
美國口腔顎面外科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ons, AAMOS)建議
將 此 不 良 反 應 統 稱 為 藥 物 相 關 的 
顎 骨 壞 死 (Medication-related osteonecrosis 
of the jaw, MRONJ)(1)。Denosumab主要降低骨
骼相關事件的風險 (skeletal-related events, 
SRE)，用於骨質疏鬆症和實體腫瘤合併骨轉移的
患者，對於實體腫瘤骨轉移患者使用denosumab
需要劑量較高，每4週皮下注射120毫克，最常見
的副作用為噁心、嘔吐、腹瀉、頭痛、呼吸困難、
低血鈣等，則MRONJ發生率約為1.7%(2)，發生
顎骨壞死的機率大於治療骨質疏鬆症患者。本文
針對攝護腺癌合併骨轉移病患，使用denosumab

於第八個療程後發生顎骨壞死不良反應的案例報
告。 

 
案例報告 

個案為65歲男性，2013年7月2日因為血尿、
排尿困難且輕微疼痛到門診就醫，過去病史有高
血壓、糖尿病，安排腎臟和膀胱超音波，測量膀
胱尿量有餘尿，且尿流動力暨影像檢查結果最大
尿流速及解尿量皆低，並且有斷續性解尿，抽血
檢查攝護腺癌特異性抗原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數值為85.28 ng/mL，經直腸攝護腺
超音波，穿刺取得活組織檢體切片，診斷為攝護
腺惡性腫瘤。進一步做全身骨骼掃描和核磁共振
攝影，發現攝護腺腫瘤遠處轉移腰椎L4/5、左側
髖關節及髖臼， 2013年 8月 20日開始使用
zoledronic acid每4週靜脈輸注4毫克和De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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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prorelin acetate每4週皮下注射3.75毫克治療
攝護腺癌合併實體腫瘤骨轉移，2013年9月2日因
為上半口假牙鬆動情形到牙科就診，給與一般處
置並且告知泌尿科醫師，經由醫師評估仍然持續
給藥治療，2014年5月20日將zoledronic acid停
用，改為denosumab每4週皮下注射120毫克治
療，治療過程中於2014年12月25日到耳鼻喉科看
診，診斷為膿性鼻漏(Purulent rhinorrhea)使用抗
生素治療，2015年1月27日因為上顎骨第26顆位
置牙骨外露約1公分，且骨壞死的範圍比露出的部
分還要大，且第12、16、23和24位置植入人工牙
根植體處傷口未癒合，轉介牙科評估是否為
MRONJ不良反應，並且停用denosumab療程，
病理切片結果為未受感染的壞死骨，目前接受牙
科保守治療，移除第26顆位置假牙，腐骨刮除並
切開其他位置的廔管引流膿液，治療過程中於2月
5日因為左腳踝疼痛回診，疑似骨轉移造成，故3
月26做腐骨切除手術並移除肉芽組織縫合。 

 
討論 

人類單株抗體 denosumab 是第一個 FDA 
核准的  RANKL(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B ligand)抑制劑，RANKL 是造骨細
胞(osteoblast)膜上的蛋白質，結合 RANK 受體
活化蝕骨細胞(osteoclast)的形成、功能與存活，
是調控骨質新生中重要的環節。當實質腫瘤發生
骨轉移的情況時，蝕骨細胞的活性因 RANKL 的
刺激而升高。因此 denosumab 會與 RANKL 結
合，有效減少骨蝕作用(bone resorption)，增加骨
密度，增強皮質骨與骨小樑，預防 SRE。 

 
病理生理機轉 

denosumab 具有預防骨折等相關風險，卻引發 
MRONJ 不良反應，其病理生理機制尚未明確，
專家學者提出各假說為: 

(1).骨重塑失衡或過度抑制骨吸收:骨重建過程
包括造骨細胞的骨形成作用及蝕骨細胞的骨吸收
作用，兩者相輔相成，維持骨組織之間的平衡，
當使用抗骨質吸收劑而過度抑制蝕骨細胞時，使
得蝕骨細胞無法分化，進而造成細胞凋亡
(apoptosis)，因此降低骨吸收和骨重建(3)，而發
生部位通常在下顎骨約有三分之一，在動物實驗
裡發現下顎骨的骨重建速率高且使用雙磷酸鹽具
有嚴重抑制蝕骨細胞作用(4)。但這個假說在沒有
使用抗骨質吸收劑的患者也有被觀察到
MRONJ，表示其假說不是唯一的觀點。 

(2).抑制顎骨的血液供應: MRONJ 是屬於骨頭

缺血性壞死的一種，在體外試驗中， zoledronic 
acid 具有抑制血管新生作用，減少血管內皮生長
因 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因此抗血管新生藥物也會造成 
MRONJ(5)。截至目前為止，denosumab 沒有證
據指出具有抑制血管新生作用，因此這個假說不
符合 denosumab 造成 ONJ 的不良反應。 

(3).感染和發炎:口腔的危險因子，包括:牙周
病、口腔衛生差或假牙等問題容易造成顎骨壞
死，在動物試驗裡也有因為牙齦發炎或細菌感
染，使用抗骨質吸收劑造成 MRONJ 的案例(6)。
口腔內常發生感染的菌種通常為放射線菌屬，屬
於厭氧菌會釋放內毒素引起骨組織的破壞和損
失。有文獻表示咀嚼也是一種微創傷，因此造成
顎骨壞死的比例就高(7)。 

 
鑑別診斷 

MRONJ 的臨床表現非特異性，常被認為是神
經性牙痛、齲齒、牙周和牙齦發炎、鼻竇炎、肉
瘤、纖維骨性病變等，因此 2014 年 AAOMS 建
議診斷 MRONJ 需同時符合以下三要件: (1).目
前或過去曾使用抗骨質吸收劑或抗血管新生藥
物。(2).顎骨區骨外露或產生瘻管(fistula,俗稱牙
包)，存在八週以上未癒合。(3).顎骨沒有放射治
療的病史，或明顯的轉移性骨病變。根據病例紀
錄，此個案無放射治療紀錄，藥物使用過 
zoledronic acid 和 denosumab，牙骨外露且植
牙處傷口未癒合八週以上，符合上述要件，診斷
為疑似使用 denosumab 所引起的顎骨壞死。 
 
臨床表徵 

MRONJ通常73%發生於下顎骨，22.5%上顎
骨，兩者皆發生為4.5%(8)。其臨床表徵為牙骨外
露或壞死，可能無症狀持續數周、數月甚至數年，
當侵襲到軟組織發炎才開始有顎骨、口腔或牙齒
疼痛、牙齒鬆動、骨腫大、牙齦腫脹、潰瘍或糜
爛等，症狀發生過程可能是自發性的或者經由牙
科手術部位開始，受影響的面積從一個未癒合拔
牙位置，延伸至顎骨整個面積。壞死的骨頭變成
繼發性感染也許會發展成口腔內外廔管，使上顎
骨受波及，以致於發生慢性上顎竇炎，經由發炎
附近，骨頭壓縮神經血管束而造成感覺異常問題
(9)。此個案曾經因為膿性鼻漏就診，可能是
MRONJ初期徵兆。 
 
危險因子 

使用denosumab相較於zoledronic acid的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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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病 人 發 生 MRONJ (1.9% vs. 1.3%; 
p=0.08)(10)，兩者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其發生
率和使用劑量或作用時間有關，劑量越高發生率
越高，使用於實體腫瘤骨轉移高於治療骨質疏鬆
症患者100倍，但denosumab不同於zoledronic 
acid的是作用時間，zoledronic acid因為沉積在骨
格內，因此作用時間越長發生MRONJ機會就高，
在一組隨機、雙盲試驗中，比較denosumab和
zoledronic acid治療骨轉移的癌症病患，每年發生
MRONJ比例依序為 0.6%, 0.9%, 1.3%，而
denosumab使用於第二年和第三年發生MRONJ
比例相同依序為0.5%, 1.1%, 1.1%(11)。除了藥物
以外，牙科手術或伴隨口腔疾病為發展MRONJ
最主要的危險因子，在一些研究報導發現MRONJ
的族群裡，有52~61%病人有拔牙病史(8)。其他
包括:類風濕性關節炎、貧血、糖尿病、惡性腫瘤，
還有使用糖皮質激素或抽菸等。 
 
治療與處置 

接受denosumab之前需要進行口腔衛生評
估，早期篩檢和適當的牙齒保健，目前有相關研
究證實此建議可以降低MRONJ發生率，例
如:2012年Vandone等人發現在使用藥物之前做
過篩選及預防性牙科照護的病人，可以降低50%
的發生率(12)。至於尚未發生MRONJ的患者需要
進行拔牙手術或根管治療時，應該中斷
denosumab治療，雖然denosumab主要作用在蝕
骨細胞的受體，對於骨基質(bone matrix)沒有親
和力，不會蓄積在骨頭上，大概中斷藥物後六個
月大部分藥物都會消退，但這些證據仍然無法證
明停止藥物治療是否能改變MRONJ發生率;同樣
的，服藥期間盡量避免做侵入性牙科治療並且維
持牙齒的健康。當服藥期間發生MRONJ時，需要
多方面考慮風險及效益，學者建議停藥後並藉由
牙醫師及口腔外科醫師的專業照護，直到軟組織
已經開始癒合，再開始用藥。 

癌症病患治療MRONJ的主要目標為:優先處
理MRONJ並且持續使用抗骨質吸收劑，並且給予
病人衛教和信心、控制疼痛、消除次級感染、降
低骨壞死的進程和發展新的壞死部位。除非是
stage 3或非手術治療失敗，不然應該避免牙槽外
科手術，因為手術部位可能導致壞死骨外露面積

擴大，造成更惡化的情形。因此藉由不同分期給
與治療(表一)，本文病患屬於stage 2，建議保守
治療，清創發炎及感染的軟組織，但因為病患在2
月5日因為左腳踝疼痛回診，故懷疑骨轉移造成，
因此採取切除壞死骨，等傷口癒合後，繼續進行
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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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藥物相關的顎骨壞死(MRONJ)之嚴重程度分級和治療: 

 
 
表二、不良反應與藥物相關性之評估:Naranjo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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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腎衰竭病人使用 Baclofen 引起意識不清的案例報告 
陳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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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雄長庚醫院藥劑部 2高雄長庚醫院神經內科 

資料來源：長庚藥物安全簡訊 Vol.11(5) 
前言 

Baclofen 為中樞神經性骨骼鬆弛劑，用來治
療多發性硬化症或脊髓疾病、腦血管疾病所引起
的痙攣。baclofen:化學結構類似 GABA，抑制突
觸性反射與脊髓通路的傳導。常見不良反應為中
樞神經及胃腸道兩方面，因具中樞神經抑制作
用，常會造成嗜睡、頭暈、意識改變等不良反應
發生。Baclofen 主由腎臟排除，洗腎病患可能因
使用較高劑量藥物引起較嚴重的不良反應如意識
不清而需住院診療。  

  
案例報告 

62 歲女性洗腎病人，W2,4,6 規則性洗腎已 
3 年，最近一次洗腎日為 3/7。病人因最近 2 天
意識逐漸不清而於 3/9 到急診求醫。在急診時病
人呈現意識不清，言語混亂，嗜睡，雙側下肢抖
動，當時血壓 150/95mmHg，心跳 91 下，體溫 
37.3℃。病人沒有發燒，頭痛，幻覺，肌肉僵硬
現象，病人因呼吸衰竭而插管使用呼吸器，昏迷
指數為 E2VeM4。在急診時的生化數據為白血球 
7.8x103/ul，白血球片段 72.3%，紅血球  2.96 
milon/ul，血小板 185x103/cmm，肌酐酸 7.96 
mg/dl，鉀離子 5.1meq/l。脊椎穿刺顯示腦脊髓
液白血球  WBC 12 CMM，蛋白質  protein 
54mg/dl 等數據偏高，腦部核磁共振檢查(MRI)
為顱內沒有病灶，不排除沒有中樞神經性感染。 

回顧病人 最近用 藥情形 ，高血 壓以 
Amlodipine1#qd、labetalol1#bid 控制，最近一
個月病人有疱疹神經痛  (erpetic neuralgia)，先
使用  Tolmetin (200mg) 1# tid， Tolperisone 
1#tid(中樞神經肌肉鬆弛劑)，接著使用 baclofen  
(10mg) 0.5# tid， acetaminophen(500mg) 1# 
tid， naproxen (25mg) 1# tid， bromazepam  
0.5#tid，cimetidine 1#tid。在急診時的使用藥物
有 acyclovir 1pc IV qd(3/11-3/21)。3/10 安排洗
腎，洗腎後昏迷指數為 E3VeM4，意識狀態有進
步。3/11 接著轉入神經內科加護病房照護，住院
期間使用降壓藥物 amlodipine 1#qd，labetalol 
1#bid，vitamin B complex 1#qd。3/14  鉀離子  
5.1 使用口服 kalimate 1pc tid後，3/16 鉀離子
下降至 3.8正常。經過藥物治療及洗腎 2 次,病人

意識逐漸恢復，昏迷指數 E4VeM6，3/17  病人
昏迷指數為正常 E4V5 M6,病人移除呼吸器。經過
治療後病情穩定出院,由門診繼續追蹤治療。 
 
討論 

此病人在院外因疱疹神經痛使用 baclofen  
3/4 至 3/9 入本院急診時停藥，baclofen 主要是
由腎臟排泄，藥物的半衰期在正常人是 
3hr-6.8hr，但腎衰竭病人半衰期增加，因此會有
積蓄現象。30%蛋白質結合可以通過腦血管障礙
進入中樞神經系統，其腦脊髓液的排除半衰期為
1.5hr。洗腎可以增加  baclofen 的排除而縮短 
baclofen 的半衰期，因此洗腎是藥物過量時的處
理方式，且應儘快進行。1根據文獻指出腎功能衰
竭病人和一般病人使用 baclofen 後產生的毒性
症狀有所不同。 2 腎衰竭的病人，在服用 
12.5mg-70mg(平均 34mg)的劑量下，即有可能發
生中毒，發生的時間從 1hr 至 10 days 都有可
能；主要症狀為意識改變及腹痛；給予病人洗腎
後意識不清的症狀可獲得改善，因此症狀發生
時，儘快安排洗腎可以有效緩解症狀。根據不同
的病例報告，有病例服用總量 45 mg (15mg/day 
X3 days)發生症狀時洗腎 1 次，8 小時後恢復意
識。另外有病例服用總量 40mg，經過 2 次洗腎
後意識較清醒，但經過 5 天住院才完全意識清
醒。因此腎衰竭病人引起 baclofen 中毒，其意
識不清從 1 天到 5-6 天都有可能。1,2病人如果併
用中樞神經抑製劑藥物則加快毒性產生的時間。
本病例就是這種情形。baclofen 會導致意識不清
之症狀，是因為其在中樞神經系統排除較慢而產
生的較高藥物濃度所引起的反應。另外本病例尚
有使用 cimetidine 和 bromazepam，這兩種藥
物具有輕微程度的藥物交互作用，cimetidine 增
加了 bromazepam 鎮靜、頭昏、虛弱的藥理作
用，對 baclofen 引起意識不清的毒性發生有加
成效果。本病例的 naranjo score 為 4 分,根據
藥物使用的因果關係，病患經過停藥，洗腎治療
後，意識恢復正常穩定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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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g/day）也可能會出現如意識不清等嚴重症
狀導致需住院治療或緊急洗腎，因此這些病人使
用 baclofen  藥物應該十分小心謹慎，使用其他
藥物取代 baclofen 是較好的選擇。而根據文獻
建議腎衰竭病人口服每天使用劑量應該不要超過
5mg/day是較安全的用法 3。因此提醒相關醫療人
員需注意 baclofen 於腎衰竭病人的用藥安全，
必要時可以選用其他肌肉鬆弛劑作為治療用藥。
而醫院也設立了相關開方提示系統，提醒醫師開
立 baclofen 時遇到腎衰竭病人應小心劑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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