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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相關公告資訊 (103 年 10-12 月) 

公告日期 標題 

20141002 
公告含 ursodeoxycholic acid（ursodiol）單方成分藥品禁忌症統一相關

事宜  
20141106 Agomelatin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41106 Omalizumab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41112 Bromocriptin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41112 公告含 domperidone 成分藥品之安全性及療效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20141114 Azithromyci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41121 含 ketoconazole 成分口服劑型藥品再評估結果 

20141121 公告含 ketoconazole 成分口服劑型藥品之安全性及療效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20141128 公告含 metformin 成分藥品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20141201 Human immune globuli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公告含 ursodeoxycholic acid（ursodiol）單方成分藥品禁忌症統一相關事宜 

摘要： 一、 中文仿單之「禁忌」欄位，統一為：「完全膽道閉塞患者」及「對 ursodeoxycholic 
acid（ursodiol）成分或本品任一賦型劑過敏，或無法耐受者」。 

 

Agomelatin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2014/09/26歐洲醫藥管理局(EMA)發布 agomelatine成分藥品之評估結果及風險管控措

施建議。 
一、EMA 已完成抗憂鬱藥品 agomelatine 之評估，認為其效益仍高於風險。因不斷接

獲使用 agomelatine 成分藥品引發肝臟相關之不良反應通報，且觀察性研究指出目

前有顯著比例患者未遵從建議進行肝功能監測。 
二、EMA 認為有必要重申肝功能監測之重要性，並建議採取進一步措施以降低藥品

之肝毒性風險。包括： 
1. 發送用藥小手冊給每位使用 agomelatine 成分藥品之病人，使病人了解藥品之

肝毒性風險並留意肝臟疾病之相關症狀。 
2. 藥品仿單之警語處將加強警示關於病人開始用藥前及用藥期間須定期檢測肝

功能，一旦懷疑病人有肝臟損傷 (例如：肝臟轉氨酶指數高於正常值上限 3
倍)，即不應開始用藥或應停止用藥。 

三、 我國核准 agomelatine 成分藥品原廠現行仿單已刊載相關內容。原廠將待其英文

仿單核定及完成用藥小手冊後，儘速向食藥署申請相關變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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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lizumab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2014/09/26 美國 FDA 說明 omalizumab 成分藥品具有略增之嚴重心血管和腦血管事件

風險。 
一、美國 FDA 曾於 2009 年發布用藥安全資訊，說明依據 omalizumab 臨床研究的期

中分析結果，發現相較於未用藥之對照組，使用 omalizumab 之試驗組發生心血

管及腦血管不良事件的比例較高，但尚未能根據這些數據做出結論。 
二、美國 FDA 日前已完成 omalizumab 五年安全性研究之結果評估，並將依此增修

omalizumab 之仿單內容： 
a.於「不良反應」處加註其略增嚴重心血管及腦血管事件之風險：因使用

omalizumab 之試驗組相較於未用藥之對照組，有略多的心血管及腦血管事件，

包括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心臟病發作、突發性未預期之胸痛、肺動脈高壓與肺

部及靜脈栓塞，但因研究設計與執行之限制，目前仍無法確認使用 omalizumab
提升上述風險的程度。 

b.於「警告及注意事項」處新增仍無法排除 omalizumab 有潛在致癌的風險。目前

雖未發現使用 omalizumab 之試驗組相較於未用藥之對照組有較高的癌症發生

率，但囿於此研究僅有 5 年，故仍無法完全排除 omalizumab 有潛在致癌的風險。 
三、我國核准 omalizumab 成分藥品原廠現行仿單於警語及注意事項已刊載心血管及

腦血管事件風險相關內容。針對本次美國 FDA 增修該藥品仿單「仍無法排除

omalizumab 有潛在致癌的風險｣，原廠說明將儘速向食藥署申請仿單變更。 
 

Bromocriptin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2014/08/21 歐洲醫藥管理局(EMA)之歐盟協調小組(CMDh)同意其藥物安全監視風險

評估委員會(PRAC)建議限縮使用含 bromocriptine 成分藥品用於抑制泌乳之適應症。 
一、因法國關注含 bromocriptine 成分藥品導致罕見但潛在性嚴重或致命的副作用之

通報過度增加，特別是心血管的副作用 (例如：心臟病發作及中風)、神經系統的

副作用 (例如：癲癇發作)及精神方面的副作用 (如幻覺及躁症發作)，故要求歐盟

EMA 進行再評估。 
二、歐盟 EMA 之 PRAC 評估現有安全性及有效性資料後提出： 

(1)依現有有效性資料，可支持含 bromocriptine 成分藥品用於預防及抑制泌乳之

療效；惟其用於乳腺炎、乳房腫脹及疼痛之療效尚無法確認。 
(2)依現有安全性資料，無法排除服用含 bromocriptine 成分藥品與嚴重心血管、

神經或精神方面不良反應之因果關係，惟通報案例少，發生率估計為

0.0005%-0.04%。 
三、歐盟 EMA之 CMDh同意 PRAC 建議限縮使用含 bromocriptine 成分藥品用於抑制

泌乳之適應症： 
(1)2.5 mg 以下含 bromoctiptine 成分藥品僅應使用於有不得已的醫療理由必須停

止哺乳時，例如：避免分娩時或分娩後即失去嬰兒的母親更加悲傷或因 HIV
感染而不宜哺乳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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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 bromocriptine 成分藥品不應常規性使用於預防或抑制產後乳汁分泌，尤其

不能用於高風險的婦女，包括：患有導致血壓升高的各種疾病者、患有或曾

有心臟疾病或嚴重精神疾病者。 
(3)服用含 bromocriptine 成分藥品者應監測血壓，以便偵測早期徵兆並及時停藥。 

四、我國核准之中文仿單已刊載心血管、神經、精神等不良反應相關內容，禁忌亦已

載明禁止使用於較高風險(嚴重心血管疾病、高血壓、嚴重精神異常…等)之情形。

食藥署將詳審是否修訂我國中文仿單內容，必要時啟動再評估。 
 

公告含 domperidone 成分藥品之安全性及療效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摘要： 一、含 domperidone 成分之藥品，經本部彙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及臨床相關文獻報告

進行整體性評估，評估結果為： 
(一)口服劑型藥品之「用法用量」修訂為： 

1.「成人」及「12 歲以上體重大於 35kg 之青少年」：1 次 10mg，每日最多 3 次。 
2.「12 歲以下兒童」及「12 歲以上體重小於 35kg 之青少年」：1 次 0.25mg/kg，

每日最多 3 次。 
(二)栓劑劑型藥品之「用法用量」修訂為： 

1.「成人」及「12 歲以上體重大於 35kg 之青少年」：1 次 10-30mg，每日最多 2
次。 

2.12 歲以下兒童」及「12 歲以上體重小於 35kg 之青少年」：1 次 10mg，每日最

多 3 次。 
(三)仿單「禁忌」欄位增列： 

1.中度至嚴重肝功能障礙者。 
2.已知存在延長心臟傳導間隔，特別是 QTc，有顯著電解質異常或原有心臟疾病

（如鬱血性心衰竭）者。 
3.併用可能引起 QT 延長之藥品。 
4.併用強力 CYP3A4 抑制劑（不管是否有 QT 延長之作用）。 

(四)於仿單「特殊警語及注意事項」處加刊： 
1.腎功能受損者：於嚴重腎功能受損者，domperidone 排除半衰期可能延長。多次

給藥時，其給藥頻次應依腎功能受損程度減少至每日 1 或 2 次，亦可能需降低

給藥劑量。 
2.心臟血管作用： 
(1)Domperidone 已被證實與心電圖 QT 間隔的延長有關聯。 
(2)上市後經驗中，服用 domperidone 的病人有極少數案例發生 QT 延長及 torsades 

de pointes。這些個案同時有其他危險因子、電解質異常及併用其他治療等，可

能增加不良反應發生的風險。 
(3)流行病學研究顯示，domperidone 與嚴重心室心律不整或突發性心因性死亡風

險的增加有關聯。其中年齡大於 60 歲、每日劑量超過 30mg 以及正在服用會

使 QT 延長之藥品或 CYP3A4 抑制劑之病人，被發現有較高的風險。 
(4)於成人及孩童，domperidone 應使用最低有效劑量治療。禁忌用於已知有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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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導問題，特別是 QTc，有顯著電解質異常（低血鉀、高血鉀、低血鎂），或

心搏徐緩，或有心臟疾病，如鬱血性心衰竭者，可能會增加心室心律不整的風

險。 
(5)電解質異常（低血鉀、高血鉀、低血鎂）或心搏徐緩，已知會增加心律不整之

風險。如出現心律不整之徵兆或症狀，應停止使用 domperidone，並向原處方

醫師諮詢。醫療人員應告知病人如出現任何心臟不適症狀應立即反應。 
(五)於仿單「交互作用」處加刊： 

1.「由於藥效學及/或藥動學之交互作用，可能增加 QT 間隔延長之風險」。 
2.併用下列藥品為禁忌： 
(1)會使 QTc 延長之藥品 

甲、抗心律不整藥品 class IA (如：disopyramide, hydroquinidine, quinidine)。 
乙、抗心律不整藥品 class III (如：amiodarone, dofetilide, dronedarone, ibutilide, 

sotalol)。 
丙、部分抗精神病藥品 (如：haloperidol, pimozide, sertindole)。 
丁、部分抗憂鬱藥品 (如：citalopram, escitalopram)。 
戊、部分抗生素 (如：erythromycin, levofloxacin, moxifloxacin, spiramycin)。 
己、部分抗真菌劑 (如：pentamidine)。 
庚、部分抗瘧疾藥品 (特別是 halofantrine, lumefantrine)。 
辛、部分胃腸藥品 (如：cisapride, dolasetron, prucalopride) 。 
壬、部分抗組織胺藥品 (如：mequitazine, mizolastine)。 
癸、部分癌症用藥 (如：toremifene, vandetanib, vincamine)。 
甲甲、其他 (如：bepridil, diphemanil, methadone)。 

(2)強力 CYP3A4 抑制劑 (無論是否具有延長 QT 作用)，如 : 
甲、蛋白酶抑制劑。 
乙、Azole 類抗真菌劑之全身性使用。 
丙、部分巨環類抗生素 (erythromycin、clarithromycin 及 telithromycin)。 

(3)不建議併用下列藥品：中度 CYP3A4 抑制劑，如：diltiazem、verapamil 及某些

macrolides。 
(4)併用下列藥品需小心使用：會誘發心搏徐緩及低血鉀之藥品，及下列可能延長

QT 間隔的巨環類抗生素：azithromycin 及 roxithromycin (clarithromycin 因屬強

力 CYP3A4 抑制劑，故為禁忌)。 
 

Azithromyci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2014/10/21 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發布 azithromycin 與 DRESS 風險之安全性評

估摘要。 
一、加拿大衛生部接獲一例與使用抗生素 azithromycin 有關的伴隨嗜伊紅性白血球增

加及全身性症狀的藥物反應  (drug reaction/rash with eosinophilia and systemic 
symptoms, DRESS)案件，經評估後認為，依目前現有的證據顯示使用 azithromycin
可能引發 DRESS，故要求廠商須新增 DRESS 相關風險內容於該成分藥品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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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拿大衛生部檢視境內與國際間通報使用 azithromycin 後發生 DRESS 之案件，經

評估後認為有三例可能與 azithromycin 相關。 
三、除了 DRESS 外，使用 azithromycin 亦可能引發其它罕見嚴重的皮膚過敏反應，例

如史蒂文生氏-強生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 , SJS)與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 
(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TEN)。由於 DRESS 與 SJS/TEN 的症狀相似但其治療方式

並不相同，醫療人員與病人應注意發生此罕見嚴重不良反應的可能性，以正確診斷並

採取適當的治療措施。 
 

 

含ketoconazole成分口服劑型藥品再評估結果 

摘要： 一、含 ketoconazole 成分口服劑型之抗真菌藥品，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

完成再評估，認為該成分之口服劑型藥品發生肝毒性之嚴重程度及發生率較其他

同類抗黴菌藥品為高，並具有嚴重且複雜之藥物交互作用及心律異常（心臟 QT
間隔延長）風險，考量該藥品於我國主要為基層診所使用，不易有效監控及追蹤

不良反應之發生，且目前已有其他更安全之藥品可供替代，對於局部感染之病

人，仍保留該成分外用劑型藥品可供使用。含該成分口服劑型藥品待行政程序完

成後，將於 104 年 1 月 1 日下市（廢止藥品許可證），倘醫療人員仍有其他必要

之治療需求，可透過專案進口方式向食藥署申請。 
二、近年來有研究指出該成分口服劑型藥品有發生嚴重肝毒性之風險，且潛在

與多種藥物發生嚴重交互作用之風險，為確保民眾用藥安全，食藥署經彙

整國內、外相關臨床使用療效及安全性資料，召開專家委員會討論，評估

結果認為其風險大於治療效益，安全性再評估未獲通過。  
三、歐洲醫藥管理局（EMA）曾於 2013 年 7 月進行含 ketoconazole 成分口服

劑型之安全性及療效評估，認為其用於真菌感染之治療效益未大於發生肝

損傷之風險，故決定停止販售該藥品；美國 FDA 則採取限縮使用、更新

仿單警語、發放病人用藥須知、監測肝功能及腎上腺皮質功能等措施，並

說明該成分之口服藥品不應做為任何真菌感染的第一線治療。  
 

 

公告含ketoconazole成分口服劑型藥品之安全性及療效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摘要： 一、含ketoconazole成分口服劑型藥品之臨床效益與風險，經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彙整

國內、外相關資料，審慎評估該藥品之臨床效益及風險，評估結果未獲通過，理

由如下： 
(一)本藥品肝毒性之嚴重程度及發生率較其他同類抗黴菌藥品為高，即便是在安全

劑量下使用，仍可能有引起肝損傷之風險。 
(二)該藥品具有嚴重且複雜之藥物交互作用風險，目前用於治療真菌感染已有其他

更安全之藥品可供替代。 
二、請醫師儘速替正在使用含該成分藥品之病人更換其他適當之替代藥品，並請正在

使用含ketoconazole成分口服劑型藥品之病人儘速回診原處方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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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含metformin成分藥品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摘要： 一、含metformin成分藥品，經本部彙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及臨床相關文獻報告進行整

體性評估，評估結果為： 
  (一)修訂仿單「禁忌症」處：本部（前行政院衛生署）97年衛署藥字第0970344756

號含metformin成分藥品仿單加刊警語注意事項相關事宜公告中，有關腎功能不

全患者之「禁忌」內容，修訂為「腎絲球體過濾率（eGFR）小於30 ml/min/1.73 
m2禁用」。 

  (二)修訂仿單「用法用量」處： 
1.增列「腎絲球體過濾率（eGFR）介於30-45 ml/min/1.73 m2應減量使用」。 
2.每日最大劑量修訂為「速效劑型：3000 mg；緩釋劑型：2000mg」；另針對複

方劑型藥品，應同時配合其複方成分之極量，且應配合前述劑型藥品之每日

最大劑量規定。 

Human immune globulin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2014/10/09 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發布含 non-hyperimmune 類 human immune 
globulin 成分藥品具有潛在之血栓風險；美國 FDA 亦曾發布類似訊息。 

一、加拿大衛生部針對含 non-hyperimmune 類 human immune globulin 成分藥品進行安

全性再評估後提出，該類藥品不論使用劑量多寡、投予途徑為何 (靜脈注射、肌

肉注射或皮下注射)，或使用者是否具血栓危險因子，皆具有潛在之血栓風險；美

國 FDA 亦曾對含 human immune globulin 成分藥品發布類似訊息。 
二、血栓 (或血塊)可能部分或完全地堵塞血流，其可能以各種方式出現在身體的任何

部位，包括深層靜脈栓塞 (腿)、肺栓塞 (肺)、心肌梗塞 (心臟)與中風 (腦)；在

許多情況下，血栓可能危及生命。 
三、美國 FDA 針對上述血栓風險增修含 human immune globulin 成分藥品之仿單，以

加框警語提醒： 
(1) 含 human immune globulin 成分藥品可能引起血栓。 
(2) 血栓的危險因子包括：高齡、長時間不活動、處於高凝血狀態、具有靜脈或 

動脈血栓病史、使用雌激素、留置中央靜脈導管、血液高度黏稠及有心血管

危險因子。 
(3) 無已知血栓危險因子者亦可能發生血栓。 
(4) 具血栓風險的病人，應以最低有效劑量及適當的最小輸注速率投予含 human 

immune globulin 成分藥品。 
(5) 投予前應確保病人有足夠的水分。 
(6) 具血液高度黏稠風險的病人，應監測血栓相關徵兆及症狀並評估血液之黏稠

度。 
四、經查，我國核准之中文仿單部分已刊載血栓性栓塞之不良反應相關內容，然尚未

以加框警語提醒。食藥署將詳審是否修訂我國中文仿單內容，必要時啟動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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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 103 年 10-12 月 ADR 通報案例 
通報 
日期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種類 症狀或檢驗值 來源 藥品

來源 通報職別 

10/2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0/1 
WBC=1080 
Neut. Seg=3.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0/3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0/3 
WBC=1660 
Neut. Seg=25.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0/4 Epirubicin 
Cyclophosphamide 

Blood dyscrasia  10/3 
WBC=1280 
Neut. Seg=25.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0/15 Ruxolitinib Other 10/15 
Pneumonia with fever 

門診 院內 護理人員 

10/15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0/15 
WBC=1890 
Neut. Seg=27.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0/15 Methotrexate / 
Cyclophosphamide / 
Fluorouracil      

Blood dyscrasia 10/15 
WBC=460 
Neut. Seg=3.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0/19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0/17 
WBC=1930 
Neut. Seg=41.0 

門診 院內 藥師 

10/22 Amoxicillin/ 
Clavulanate     

G.I.toxicity  10/4   
Diarrhea 

門診 院內 藥師 

10/24 Paclitaxel 
Carboplatin 

Blood dyscrasia 10/23 
WBC=1910 
Neut. Seg=10.0 

門診 院內 婦癌個管師 

10/27 Ranitidine Neurotoxicity 10/25 
Delirium 

住院 院內 藥師 

10/28 Mexiletine Neurotoxicity 10/22 
General convulsion 

住院 院內 藥師 

10/28 Ibuprofen Blood dyscrasia  10/17 
Hemolytic anemia 

住院 院內 藥師 

10/28 Atenolol Blood dyscrasia 10/15 
Bradycardia 

住院 院內 藥師 

10/29 Warfarin sodium G.I.toxicity 10/17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住院 院內 藥師 

10/30 Rifampicin 
 

Hepatotoxicity 10/24 
GOT=51，GPT=52 

門診 院內 藥師 

10/30 Paclitaxel 
Carboplatin 

Blood dyscrasia 10/30 
WBC=2310 
Neut. Seg=11.0 

門診 院內 婦癌個管師 

10/30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0/29 
WBC=1300 
Neut. Seg=24.9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0/30 Epirubicin 
Cyclophosphamide 
Fluorouracil 

Blood dyscrasia 10/29 
WBC=920 
Neut. Seg=7.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0/31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0/29 
WBC=1620 
Neut. Seg=8.0 

門診 院內 藥師 

10/31 Pertuzumab 
Trastuzumab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0/18 
WBC=3770 
Neut. Seg=13.0 

門診 院內 藥師 

10/31 Doxorubicin 
Cyclophosphamide 
Fluorouracil 

Blood dyscrasia 10/13 
WBC=1550 
Neut. Seg=23.0 

門診 院內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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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日期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種類 症狀或檢驗值 來源 藥品

來源 通報職別 

11/3 Flomoxef Neurotoxicity 10/30 
Seizure 

住院 院內 藥師 

11/7 Epirubicin Cardiotoxicity 10/28 
Acute heart failure 
LVEF= 20% 

住院 院內 藥師 

11/10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1/7 
WBC=1480 
Neut. Seg=7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1/13 Contrast Nephrotoxicity  11/11 
Scr =5.17 

住院 院外 藥師 

11/13 Rituximab 
Cyclophosphamide 
Doxorubicin 
Vincristine 

Blood dyscrasia 11/13 
WBC=550 
Neut. Seg=23.0 

住院 院內 肺結核 
個管師 

11/15 Docetaxel 
Cyclophosphamide 

Blood dyscrasia 11/15 
WBC=1000 
Neut. Seg=3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1/17 Carbamazepine 
C.R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1/1  
 Pigmentation 

門診 院內 藥師 

11/19 Ciprofloxac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9/2  
Skin rash 

門診 院內 藥師 

11/28 Paclitaxel 
Carboplatin 

Blood dyscrasia 11/24 
PLT=24000 

門診 院內 婦癌個管師 

11/29 Erlotini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1/3 
Furuncles，scalp 

住院 院內 藥師 

11/29 Allopurinol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1/3 
Steven Johnson Syndrome 

住院 院外 藥師 

11/29 Cisplatin Other 11/19 
Hyperkalemia，K=6.2 

住院 院內 藥師 

11/29 Aspirin G.I.toxicity  11/9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住院 院內 藥師 

11/29 Bromazepam Neurotoxicity 11/10 
Con’s disturbance 

急診 院外 藥師 

11/29 Prednisolone Other 11/7 
Hyperglycemia      
Glucose PC=549(H) 

住院 院內 藥師 

11/29 Docetaxel 
Cyclophosphamide 
Doxorubicin 

Blood dyscrasia  11/5 
WBC=720 
Neut. Seg=5.0 

門診 院內 藥師 

11/29 Epirubicin 
Cyclophosphamide 
Fluorouracil 

Blood dyscrasia  11/29 
WBC=1000 
Neut. Seg=29.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2/1 Epirubicin 
Cyclophosphamide 
Fluorouracil 

Blood dyscrasia  12/1 
WBC=840 
Neut. Seg=20.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2/2 Metoclopramide Neurotoxicity 11/4 
EPS 

住院 院內 藥師 

12/9 Leuprorelin depot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1/10 
注射部位紅腫 

門診 院內 兒科醫師 

12/9 Somatrop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7/20 
Skin rash，urticaria 

門診 院內 兒科醫師 

12/10 Amoxicillin/ 
Clavulanat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1/6 
Skin rash Neut. Seg=21.0 

住院 院內 藥師 

12/10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2/6 
WBC=1040 Neut. Seg=28.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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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日期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種類 症狀或檢驗值 來源 藥品

來源 通報職別 

12/10 Paclitaxel 
Carboplatin 
Bevacizumab 

Blood dyscrasia  12/10 
WBC=820 
Neut. Seg=37.0 

門診 院內 婦癌個管師 

12/15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2/15 
WBC=1510 
Neut. Seg=25.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2/17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2/5 
WBC=1670 
Neut. Seg=38.0 

門診 院內 藥師 

12/18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2/8 
WBC=1080 
Neut. Seg=54.0 

門診 院內 肺癌個管師 

12/22 Epirubicin 
Cyclophosphamide 

Blood dyscrasia  12/1 
WBC=980 
Neut. Seg=6.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2/23 Sulfamethoxazole/ 
Trimethoprim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2/22 
Skin eruption(DRESS) 

住院 院內 醫師 

12/24 Fluorescein 
sodium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2/24 
癢．起紅疹 

門診 院內 護理人員 

12/26 Leuprorelin depot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1/22 
Skin rash(left arm) 

住院 院內 藥師 

12/29 Warfarin Blood dyscrasia 12/8 
Coagulopathy 
INR=>10.00  
APTT=>100.0sec 

急診 院內 藥師 

12/29 Cetuxima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2/23   
Folliculitis 

住院 院內 藥師 

12/29 Cetuxima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2/5 
Paronychia 

住院 院內 藥師 

12/29 Amiodarone Other 12/2 
Hypothyroidism 

住院 院內 藥師 

12/29 Piroxicam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2/1 
Generalized Bullous Fixed 
Drug Eruption 

住院 院外 藥師 

12/29 Ibuprofen 
Erythromyc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2/5 
Oral ulcer 

門診 院內 藥師 

12/20 Metformin Other  12/21 
Lactic acid>11.0mmol/L 

住院 院內 藥師 

12/30 Valproate sodium Other  12/4 
Ammonia= 175 

門診 院內 藥師 

12/31 Lercanidipine Other 12/17 
牙齦腫脹 

門診 院內 藥師 

12/31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2/27 
WBC=880 
Neut. Seg=48.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2/31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2/27 
WBC=1060 
Neut. Seg=21.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12/31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2/27 
WBC=520 
Neut. Seg=15.0 

門診 院內 乳癌個管師 

檢驗單位(正常值)： 
WBC= 4000-10000(*/uL)；Neut. Band= -(%)；Neut. Seg= 40-75(%)；PLT= 130-400 (*1000/uL) 
GOT= 5-35(IU/L)；GPT= 5-35(IU/L)；Ammonia= 9-33( umol/L)；Creatinine = 0.44-1 (mg/dL)；Hb=10-14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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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黴菌藥合併療法用於隱球菌腦膜炎之治療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黃慶芸 藥師 

 

一、隱球菌腦膜炎簡介 

隱球菌病（cryptococcosis）是由一種類

似酵母菌單一形狀的隱球菌 （Cryptococcus）
引 起 的 伺 機 性 感 染 。 新 型 隱 球 菌

（Cryptococcus neoformans）為隱球菌中常見

的致病菌，此種菌常存在土壤、鳥糞或尤加

利樹中，最常侵犯肺部和中樞神經系統。有

證據顯示隱球菌從土壤或乾燥鴿糞中變成可

從空氣傳播，被人體吸入後會沉積在肺泡

中。在此處肺泡中的吞噬細胞和基本免疫反

應會保護宿主預防被感染。若免疫功能缺

乏，病菌便會散播全身並侵入中樞神經系統

造成腦膜炎。未經適當治療的隱球菌腦膜炎

有極高的死亡率 1,2。 

1.流行病學 
隨著免疫抑制療法的普遍化以及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感染的盛

行，全球的隱球菌腦膜炎病例日益增加，然

而因診斷不易或無通報登錄常被低估 2。一

篇 2009 年文獻顯示，每年有大約一百萬個

隱球菌腦膜炎病例且造成 625,000 人死亡
3。根據臺大醫院的研究，在 1977 到 1996
年間被診斷為隱球菌腦膜炎的非愛滋個案

有 94 名，死亡率約為 19%4。 
隱球菌腦膜炎常發生於免疫力不全的

病人，如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接受器官移

植、長期使用免疫抑制劑、癌症等 5，然而

正常健康成人也可能受感染。老年人和小孩

的感染率極低。成年男性感染率比成年女性

感染率高。到目前為止隱球菌病還不曾被報

導過會由動物傳染給人類，或是由人類傳染

給人類 2。 

2.臨床表徵 
 

 
 
 
隱球菌腦膜炎屬於亞急性或慢性病

程，初期的臨床表現常不明顯且不具特異

性，最常見的是發燒和頭痛。隨著病程的演

進及顱內壓上升，可能會出現噁心、嘔吐、

頸部僵硬、意識不清、智力缺陷（包括記憶、

語言、認知方面）、視力缺損、腦神經症狀、

視乳突水腫等症狀 5。 

3.診斷 5,6 
(1) 染色鏡檢：以腦脊髓液、尿液、痰液的

印度墨汁（India ink）染色法，因其多

醣體夾膜無法被染色，黑色背景下可見

菌體外圍呈現光暈。 
(2) 黴菌培養。 
(3) 隱球菌抗原檢驗：以乳膠凝集試驗

（latex agglutination test）檢測腦脊髓液

中的新型隱球菌抗原，抗原力價高於

1:8 便可視為感染。此檢驗法有相當高

的靈敏度，可做為療程追蹤之依據。 

二、隱球菌腦膜炎的抗黴菌治療 

隱球菌腦膜炎的治療包含抗黴菌藥、控

制顱內壓和降低免疫抑制劑的劑量。 

1.抗黴菌合併療法 
治療隱球菌腦膜炎的抗黴菌藥物主要

包 含 amphotericin B 、 flucytosine 和

fluconazole。而 β-葡聚糖酶抑制劑（β

-glucan synthase inhibitors）對隱球菌缺乏抗

菌活性，因此不建議使用。抗黴菌治療依療

程又可分為誘導治療(induction therapy)、鞏

固性治療(consolidation therapy)和維持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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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therapy）。 
以下抗黴菌藥物治療的主要依據為美

國感染疾病協會（IDSA, Infectious Disease 
Society of America）所制定之「隱球菌疾病

治療準則」7，並參考其他臨床資料庫 8,9。 

(1) 誘導治療：合併靜脈注射 amphotericin B 
（0.7~1 mg/kg/day）和口服 flucytosine 
（100 mg/kg/day，分四次給予）。 

誘導治療的期間取決於病人的潛在疾病

與臨床反應，一般建議至少 4 週。為 HIV
或器官移植病人，可治療至少 2 週；若

治療反應不佳、出現神經學併發症或病

灶侵犯到腦實質，可考慮將療程延為 6
週。 

(2) 維持治療：完成誘導期後，以 fluconazole 
400~800mg/day 持續治療 8 週。 

(3) 鞏固性治療：完成維持治療 8 週後，繼

續服用較低劑量 fluconazole 200~400 
mg/day 持續 6 到 12 個月，以預防疾病復

發。 

(4) 其他特殊考量： 

i.  為降低毒性與治療中斷的風險，建議可用

脂質劑型 liposomal amphotericin B （3~4 
mg/kg/day）取代 amphotericin B，尤其是

腎功能不全的病人 8,9。 

ii.  若 flucytosine 不可得或無法耐受其副作

用時，可考慮以 fluconazole 取代，或單

獨使用 amphotericin B 並將誘導期延長

至少 2 週。 

iii.  若為及早診斷、沒有無法控制的潛在疾病

或免疫抑制情形，且治療反應良好之病

人，可考慮將誘導期縮短為 2 週，並在

鞏 固 期 提 高 fluconazole 劑 量 至

800mg/day，持續使用 8 週。 

(5) 療效監測：以病人的臨床表現及腦脊髓

液轉為無菌狀態為主要判定標準，加上

隱球菌抗原反應（cryptococcal antigen 
titer）作為輔助判斷 10。  

1. 抗黴菌合併療法的臨床試驗 
2014 年新英格蘭期刊發表了一項開放

性隨機分派試驗，以患有隱球菌腦膜炎的愛

滋病患為治療對象，探討合併抗黴菌療法的

療效 11。研究中將病人隨機分配成 3 組進行

治療： 
第 1 組接受靜脈注射 amphotericin B（1 

mg/kg/day）4 週，接著口服 fluconazole（400 
mg/day）6 週。 

第 2 組接受靜脈注射 amphotericin B（1 
mg/kg/day）2 週，期間併用口服 flucytosine
（100 mg/kg/day，分 3～4 次給予），然後

口服 fluconazole（400 mg/day 天）8 週。 
第 3 組接受靜脈注射 amphotericin B（1 

mg/kg/day）2 週，期間併用口服 fluconazole
（400 mg，每天 2 次），然後口服 fluconazole
（400 mg/day）8 週。 

此研究共收納 299 位病人。結果顯示治

療初期合併 flucytosine 在第 70 天時比於

amphotericin B 單獨治療可顯著降低死亡的

風 險  [hazzarratio (HR)=0.6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39~0.97; 
p=0.04] ，在第 14 天時則無顯著差異 
(HR=0.57; 95% CI, 0.30~1.08; p=0.08) 。相

較於其他兩組，合併 flucytosine 也可顯著增

加腦脊髓液中黴菌的清除速度。然而合併

fluconazole 的組別，比起 amphotericin B 單

獨治療，在任一試驗終點的死亡率都無顯著

差異。副作用發生率在所有組別皆相似，而

使用合併療法的病人發生嗜中性球低下的

頻率較高。 
綜合以上結果，使用 flucytosine 合併治

療可以顯著改善感染隱球腦膜炎的死亡

率，而合併 fluconazole 治療對於死亡率則

無顯著益處。 

2. 各藥物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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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抗黴菌合併療法時須注意是否有

藥物與藥物交互作用以及不良反應。以下針

對各藥物的機轉與相關注意事項作簡單介

紹。 

Amphotericin B 
為抑菌劑或殺菌劑，取決於體液濃度和

黴菌的易感性。作用機轉為結合至易感性黴

菌之細胞膜的固醇，改變細胞膜的通透性並

導致胞內成分滲漏 12。給藥速率過快時易產

生輸注反應，建議緩慢靜脈注射，並監測相

關症狀。此藥具腎毒性，使用期間建議密切

監測腎功能。 

Flucytosine 
在抗黴菌合併療法中的誘導期主要是

加強 amphotericin B 的抗黴菌效果，以降低

治療失敗率與死亡率。在腎功能不全的病人

需要調整劑量，尤其在合併 amphotericin B
治療期間可能會產生腎損傷。其作用機轉為

穿透進入黴菌細胞後，在細胞內轉變成

fluorouracil，藉由干擾嘌呤和嘧啶的吸收，

以 及 轉 變 成 5-FU 再 轉 變 成

5-fluorodeoxyuridylic acid monophosphate干
擾 DNA 的合成、打斷核酸與蛋白質的合

成。而宿主細胞不會將大量的 flucytosine
轉變成 fluorouracil，因此對抗黴菌具有選擇

性的毒性 13，然而在使用期間仍須注意可能

產生骨髓抑制作用和急性肝毒性，尤其是腎

功能不全的病人。治療期間建議密切監測全

血球及其他生化數值。 
表一 Flucytosine 腎功能調整劑量建議 13 
腎 絲球過濾率

(CrCl) (mL/min) 
建議劑量 

>40 25 mg/kg Q6H 
20~40 延長給藥間隔至 12 小時 
10~20 延長給藥間隔至 24 小時 
<10 延長給藥間隔至 48 小時 
血液透析 25 mg/kg，透析後給予 

Fluconazole 
為 triazole 類抗黴菌劑，對中樞神經的

穿透力佳。能抑制黴菌的固醇（sterol）合

成，導致 14 alpha-methyl sterols 在黴菌細胞

中聚集，而產生抑菌活性 14。須注意與部分

藥物可能產生交互作用，尤其是免疫抑制劑

中 的 鈣 調 磷 酸 酶 抑 制 劑 （ calcineurin 
inhibitors, CNI)）和 sirolimus。一般而言

fluconazole 耐受良好，惟部分病人使用後可

能產生紅疹和肝臟轉胺酶數值上升的不良

反應。 

三、結論 

隱球菌膜炎早期診斷不易，即使經過治

療仍具有相當高的死亡率（15~30%）4 。根

據 IDSA 所制定的治療準則，目前的藥物治療

還是以抗黴菌藥的合併療法為主，然而對於

最佳的抗黴菌治療組合和治療區間尚未有良

好的證據。期待未來有更多相關的研究，使

此疾病之患者獲得更好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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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硬化劑用於下肢靜脈曲張的治療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何博州 藥師 

 

一、前言 

靜脈曲張(varicose vein)，其中”varicose”
的字根源自拉丁文的”varix”，意思是扭曲的

(twristed)。下肢靜脈曲張泛指下肢靜脈異變

造成不正常的擴張、加長、扭曲，好發於下

肢，尤其是腿部的大、小隱靜脈﹙Great and 
small saphenous vein﹚為最常罹患的部位。據

統計國人約有 20-25%的女性與 10-15%的男

性有下肢靜脈曲張的困擾；在美國每年 3000
多萬的下肢靜脈曲張患者中，大約只有 5-6%
的患者尋求治療，絕大多數的患者仍然未經

診斷與治療 2。下肢靜脈曲張依病因可分為兩

種：原發性及續發性，大部分的下肢靜脈曲

張都是原發性的，儘管其病因乃多重因素的

病程，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靜脈血管壁的病

變，例如靜脈瓣膜閉鎖不全、先天性地缺少

靜脈瓣膜，造成靜脈中血液倒流、鬱積在遠

端血管，使得微細血管壓力上升，導致血管

的擴張與變形；而續發性的下肢靜脈曲張則

是導因於其他的血管病變如深層靜脈栓塞、

血栓性的靜脈炎、動靜脈瘻管等。美國靜脈

論壇(American Venous Foum)將下肢靜脈曲張

依臨床症狀分級如表一 1。 
 

表一：下肢靜脈曲張之臨床分類等級 1 
C0 無肉眼可見或可觸摸到的功能不全靜脈 

C1 
微細血管擴張(telangiectasia)或 
網狀靜脈(reticular vein or spider vein) 

C2 突出皮膚表面的靜脈曲張(varicose vein) 
C3 下肢水腫 
C4a 皮膚色素沉澱及濕疹 

C4b 
脂化硬皮症(lipodermatosclerosis)與 
萎縮性白斑(atrophie blanche) 

C5 已癒合的靜脈性皮膚潰瘍 
C6 開放的靜脈性皮膚潰瘍 

 
 

 
 
 
靜脈曲張常見的症狀有下肢腫脹酸痛、

表皮色素沉澱、皮膚炎，嚴重時可能有皮膚

潰爛、出血的情形。 
目前對於下肢靜脈曲張並無明確的治療

指引，臨床上根據發生病變的血管依其直徑

大小、分布位置及嚴重程度選擇不同的治療

方式，如傳統的靜脈結紮抽取手術(Ligation 
and Stripping) 、 硬 化 劑 注 射 療 法

(Sclerotherapy)、近年興起的靜脈腔內燒灼術

(Endovenous thermal ablation)、射頻閉合術

(Radiofrequency ablation)等。 

硬化劑療法(Sclerotherapy) 

硬化劑療法就是將硬化劑(Sclerosants)注
射到失去功能的血管中，破壞血管內皮細

胞，進而使血管變性(denature)，令其無法繼

續擴張、延伸，達到消弭靜脈曲張之目的。

目前臨床上使用的硬化劑依作用機轉分為兩

類：界面活性劑(Detergent；Surfactant)和滲透

型硬化劑(Osmotic agent)。硬化劑療法事實上

行之有年，但是在近十幾年才開始受到重

視，並有較廣泛的研究及文獻陸續上架，其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都勒卜超音波儀(Duplex 
Ultrasonography)的導入，令病灶的位置、構

造、範圍一覽無遺，都卜勒超音波儀亦是診

斷和觀察治療效果的最佳工具之一，二是泡

沫劑型硬化劑(Foam sclerosant)的改良，像是

Tessari method 等，都大大地改進泡沫劑型硬

化療法(Foam sclerotherapy)的品質。硬化劑療

法目前是針對直徑較小的病變靜脈，依 CEAP
分類法為 C1：微細血管擴張(telangiectasia)或
網狀靜脈(reticular vein or spider vein)的建議

治療方式 8，但其實硬化劑療法早已廣泛地使

用於各種類型的靜脈病變曲張，尤其是近十

年泡沫劑型硬化療法用於治療較大直徑的病

變血管如大、小隱靜脈、穿支靜脈(Perforating 
vein)等更有令人可期的成效。血管注射硬化

劑之後可能出現的副作用有注射部位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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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局部過敏反應、皮膚壞疽、色素沉澱、

注射部位組織缺氧(matting)、閃光性的視覺缺

損(scintillating scotomas)、血栓栓塞、類偏頭

痛症狀、直立性呼吸困難等 8,14。 

二、硬化劑(Sclerosant) 

1.界面活性劑(Detergent) 
此類硬化劑為目前臨床上較常被拿來

治療下肢靜脈曲張者，其中最常被使用的界

面活性劑就是 Sodium tetradecyl sulfate 
(STS)和 Polidocanol (POL)，兩者的作用機

轉都是破壞血管壁內皮細胞膜，造成血管內

皮下方的膠原纖維(Subendothelial collagen 
fibers)的裸露，進而引發血管痙攣、血小板

凝集等發炎反應，最後阻塞血管使其收縮纖

維化，達到閉合血管的效果。藥物的治療濃

度將依病變血管的直徑大小、位置及嚴重程

度做調整。 

1)Sodium tetradecyl sulfate(STS) 
STS 是一種人工合成的陰離子界面活

性劑，早在 1950 年代就被拿作靜脈曲張的

硬化劑療法藥物。美國血管外科手術協會

(Society for Vascular Surgery)和美國靜脈論

壇(American Venous Forum)所共同制定的

臨床指引中建議直徑介於 0.1-2mm 的病變

血管使用 0.125-0.25%的 STS 治療，直徑介

於 2-4mm的病變血管使用 0.25-0.5%的 STS
治療，直徑介於 4-8mm 的病變血管使用

1-3%的 STS 治療 4。J.Rao 等人更提出以

0.25-1%泡沫劑型的 STS 治療直徑介於

3-6mm的病變血管以及 3%泡沫劑型的 STS
治療直徑大於 10mm 的大隱靜脈曲張有顯

著的療效 9。STS 單次療程(One session)的
最大注射劑量為 Liqid,1-3% 10 mL 13,14、

Foam,1-3% 16 ml 16。於血管注射 STS 後可

能產生的副作用有色素沉澱、頭痛、皮膚組

織壞疽、注射部位疼痛感、血管栓塞，有一

36 歲女性因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的
死亡案例和 4 個因過敏性休克(Anaphylaxis 

shock)的死亡案例 14。目前並無明確定義使

用 STS 的危險因子，但若病人有深層靜脈

栓塞、肺栓塞、中風或其它心血管病史請事

先告知相關醫事人員，並建議做更詳細深入

的術前檢查。 

2)Polidocanol(POL) 
POL 是一種人工合成的非離子界面活

性劑，在 1930 年代，其作為局部麻醉劑或

止癢藥來使用，直到 1960 年代，由於其溫

和的作用力及安全性才開始用作為血管硬

化劑，而在 1990 年一份非官方的調查中提

及，使用 POL 治療靜脈曲張的醫師人數已

超越使用 STS或高張鹽水(Hypertonic saline)
的醫師人數。2010 年 4 月，美國食品藥物

管理局(FDA)核准 0.5％、1％的 POL 使用

於直徑小於 3mm 的曲張靜脈；POL 也是的

德國自 1967 年以來，唯一核准使用的血管

硬化劑 8。於血管注射 POL 後可能產生的副

作用大多是注射部位的局部不良反應，如注

射部位瘀傷、刺痛感、搔癢感、色素沉澱、

局部過敏反應，較 STS 容易造成注射部位

組織缺氧(matting)14，但有研究認為 POL 的

安全性優於 STS(在致死率方面)8。POL 的

最大建議注射劑量為 2mg/kg(1-3％)13,15。 

3)泡沫劑型(Foam) v.s. 溶液劑型(Liquid) 
目前注射於血管的界面活性劑型硬化

劑有兩種劑型：泡沫劑型與溶液劑型。泡沫

劑型是使用 Tessari technique，利用兩支無

菌針筒和一設有活動匣門的三向接頭，將硬

化劑與氣體(空氣、氧氣或二氧化碳等)以
1：4 或 1：5 的體積比例均勻混合製造出柔

順的泡沫劑型 4,5，於 2006 年四月在德國泰

根賽舉辦的歐洲硬化劑療法的共識會建

議，硬化劑與氣體以 1：1 至 1：5 的體積比

例均勻混製，用於治療 CEAP 分級為 C1 的

病人 7；而溶液劑型就是藥劑的一般溶液型

態。儘管泡沫劑型硬化療法在許多先進國家

如美國、德國目前仍是藥品「仿單核准適應

症外的使用」(Off-Label use)，但理論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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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泡沫劑型的效價(Potency)是優於溶液劑

型的，因為前者能藉由形成泡沫擴張其作用

表面積並增強其作用力，這是因為界面活性

劑在達到臨界微膠體濃度(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時將形成微膠體(Micelle)，此

時其表面張力趨於定值、滲透壓隨濃度上

升、溶解度急劇上升，而此一特性在成為泡

沫劑型時將被徹底強化，於是提供了平均且

持久的高作用力。有一些學者認為，泡沫劑

型相比溶液劑型，需要較少體積的藥量，且

較不容易被血流帶走，而越少進入血液循環

的藥量，也被認為可能產生越少的不良反

應。Yamaki 等人的為期一年的研究將 77 位

病人分成兩組： 37 人接受泡沫劑型

POL(Foam POL)治療，另 40 人接受溶液劑

型 POL(Liquid POL)治療，並分別在治療後

的十二個月以彩色都卜勒超音波儀掃描，觀

察患部血管的阻塞(Occlusion)成功率、重通

(Recanalization)率和血液逆流(Reflux)的情

況，以及靜脈曲張再復發(Recurrence)率 3。

(表二) 
 

表二：都卜勒超音波儀導引硬化療法(Foam POL 
v.s. Liquid POL) for GSV (單次注射) 

POL= 
Polidocanol 

Foam  
POL 

Liquid 
POL P 值 

n=37 n=40 

阻塞成功率(%) 25 (67.6) 7(17.5) <0.0001 
部分重通但未 
發生逆流率(%) 

3 (8.1) 2 (5) 0.58 

部分重通且有

發生逆流率(%) 
4 (10.8) 9 (22.5) 0.171 

完全重通且有

發生逆流率(%) 
5 (13.5) 22 (55) 0.0001 

靜脈曲張 
再復發率(%) 

3 (8.1) 10 (25) 0.048 

 
4)STS v.s. POL 

至今仍沒有比較 STS 和 POL 使用於人

體 血 管的 療效 之相 關研 究。 但有 一

B.McAree 等人主導的體外(in Vitro)雙盲隨

機分佈研究，使用 3%泡沫劑型(Foam)的
STS及 POL於模擬血管(註)的穩定度和血管

內皮細胞的破壞程度做比較，結果顯示如表

三及表四。在穩定度方面 3% Foam POL 表

現顯著優於 3% Foam STS，這可能與 POL
的分子結構較大有關；而對模擬血管內皮細

胞的破壞程度，3% Foam STS 的表現是優

於 3% Foam POL 的，STS 的效價(Potency)
優於 POL，這點與其他 STS 和 POL 的相關

研究是相呼應的 6。美國血管外科手術協會

和美國靜脈論壇所共同制定的臨床指引中

建議 STS 和 POL 的治療濃度與適用病變血

管如表五 4。 
(註) 模擬血管的是由原發性大隱靜脈曲張的病人的血 

管身上取一小段培製而成的。 

 

表三：Foam STS 與 Foam POL 於模擬血管中的

穩定度 
  T90

註 1
 (Sec)中位數 T50 

註 2(Sec)中位數 
3% Foam 

STS 
102.0 (91.1-112) 213.1 (201-231.6) 

3% Foam 
POL 

123.3 (111.7-165.6) 266.3 (245.6-383.1) 

  p=0.008 p=0.004 
註 1：T90 表示藥物耗用是原體積 90%所需的時間 

註 2：T50 表示藥物耗用是原體積 50%所需的時間 

表四：Foam STS 與 Foam POL 於模擬血管內皮

細胞的破壞程度(作用 15 分鐘後) 

  
3% Foam 

STS 
3% Foam 

POL 
p 

內皮細胞減少 
率(%)中位數 

97.6 
(97.3-97.9) 

85.9 
(83.8-92.5) 

p=0.009 

血管壁的破壞 
深度中位數(μm) 

43.4 
(42.1-46.7) 

0 (0-0) p=0.005 

血管壁的破壞 
程度(%)中位數 

5.3 
(3.7-6.0) 

0 (0-0) p=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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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美國血管外科手術協會和美國靜脈論壇

所共同制定的臨床指引中建議 Liquid 
STS 和 Liquid POL 的治療濃度與適用病

變血管 
病變血管 Liquid STS Liquid POL 

靜脈曲張 (C2： 
Varicose vein, 
血管直徑<8mm) 

0.5-3% 1-3% 

網狀靜脈 (C1： 
Reticular veins, 
血管直徑 2-4mm) 

0.25-0.5% 0.6-1.0% 

擴張微細血管 (C1： 
Telangiectasias, 
血管直徑 0.1-2mm 

0.125- 
0.25% 

0.25-0.6% 

  2.滲透型硬化劑(Osmotic agent) 
滲透型硬化劑乃利用其高張溶液的特

性使血管內皮細胞脫水，造成細胞死亡，達

到關閉失去功能的靜脈之目的，但其高張溶

液的特性容易使注射部位有灼熱疼痛感，而

藥劑的外滲也可能導致大範圍的組織壞

疽，目前的研究認為，滲透型硬化劑較適用

於直徑較小的血管或不適用 STS、POL 的

病人 8。 

1)高張鹽水(Hypertonic Saline, HS) 
早在 1920 年代就有高張鹽水(HS)使用

於靜脈曲張的紀錄，其使用上常搭配局部麻

醉劑如 lidocaine 合併使用以減少注射 HS
產生的強烈灼痛感或搭配 heparin 合併使用

減少色素沉澱的副作用，而在 1930 到 1980
年代，HS 的使用量大大地減少，因為效價

更好、注射時疼痛感較小的硬化劑如 STS、
POL 陸續上市，直到 1980 年代，由於 HS
幾乎不會造成注射部位的不良過敏反應，

HS 重新受到大家的重視。高張鹽水的使用

藥劑體積建議小於 1mL，以免藥液的外滲

造成大面積的組織壞疽，受限於使用藥劑體

積，HS 適用於小直徑、小範圍的病灶，目

前是作為活性界面劑型硬化劑的替代藥物
8,13。 

2)72% Glycerin 
Glycerin 在臨床上常使用於降低顱內

壓和急性青光眼，1925 年開始被當作血管

硬化劑使用，有些醫師使用 Glycerin 會搭配

lidocaine 合併使用以減少注射時產生的灼

痛感或搭配 Epinephrine 加強其療效。組織

壞疽及注射部位組織缺氧(matting)等副作

用較少發生，但是有血尿(Hematuria)及低血

糖(Hypoglycemia)的案例報告。目前的研究

建議 Glycerin 使用於直徑小於 1mm 的病變

血管 1,8,13。 

表六：常見血管硬化劑比較 

  
使用濃度 
(Liquid) 

單次最 
大劑量 

單次使 
用體積 

強度 
Test  
dose 

STS 0.1-3% 
10mL 3%  

Liquid 

0.25 - 

10 mL 
++++ ○ 

POL 0.25-3% 
2mg/kg  

3% Liquid 

0.1 - 

10 mL  
+++ ○ 

HS 
11.7- 

23.4% 
N/A 

0.25 - 

1 mL 
++ × 

Glycerin 25-72% 
10mL 72%  

solotion 
0.25mL + ○ 

三、硬化劑療法 v.s.手術 

Gloviczki4 等人建議臨床分級在 C1 和 C2
的病人可選擇溶液劑型或泡沫劑型的硬化劑

療法  (GRADE1,Level B)，而口徑較大的病

變血管如大隱、小隱靜脈曲張則建議病人選

擇 靜 脈 腔 內 燒 灼 術 (Endovenous thermal 
ablation)治療(GRADE1,Level B)。在過去的研

究指出，在治療直徑較大的病變血管如大、

小隱靜脈，傳統手術的療效明顯優於溶液劑

型的硬化劑療法，而近十幾年的研究說明，

在治療大、小隱靜脈曲張時,泡沫劑型的硬化

劑優於溶液劑型的硬化劑 7。Figueiredo17 等人

將 56 位臨  床分類等級為 C5 的病人隨機分

布至兩組治療方式：27 人接受超音波儀導引

的 POL 泡沫劑  型硬化療法；另 29 人接受

傳統的靜脈結紮及  抽取手術，治療後 180
天以超音波儀觀察病灶血管情況，結果超音

波儀導引的 POL 泡沫劑型硬化療法的成功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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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78％ (21/27)、手術的成功率為 90％
(26/29)，此外，全數病人皆未發生嚴重不良

反應。Figueiredo17 等人也提及在許多國家或

地區傳統的靜脈結紮及抽取手術仍是治療靜

脈曲張的首選，但泡沫劑型硬化療法的成效

在陸陸續續的研究中傳出捷報，雖然其仍缺

乏大規模且長期的研究，但是近十幾年也確

實在業界興起一股新浪潮。 
  註：治療成功的定義為 A 或 B 的情況如圖一 

圖一：圖解超音波下所見之血管阻塞成功程度 
A 表示完全阻塞成功；B 表示部分重通但未發

生血液逆流；C 表示部分重通但有發生血液逆

流；D 表示完全重通且有發生血液逆流

  
  Murad10 等人的研究認為目前只有傳

統的靜   脈結紮抽取手術 (Ligation and 
Stripping)有長期的臨床研究為其療效掛保

證，但傳統的靜脈抽取手術容易留下傷疤，

且需要較長的恢復期，而侵入性較小的治療

方式如硬化劑療法則最快在術後當日即可回

到正常生活 12，且病人有較小的疼痛感，但

是正如眾多學者所言，硬化劑療法仍需要更

多完整、長期追蹤(follow-up)的研究來支持其

療效及安全性，尤其是針對直徑較大的血管

如大、小隱靜脈、穿支靜脈曲張的研究。 

四、結語 

若以打仗來比喻的話，手術就像坦克過

境，輾除較大範圍的病灶，而硬化劑就像步

兵，能深入較細小的血管中，進行各點擊破(血
管纖維化)，但在面對較單純或小範圍的病灶

時，步兵也能單兵作戰，尤其是都卜勒超音

波儀導引的泡沫劑型硬化療法，更像是搭載

瞄準器的步兵進階為百發百中的狙擊手，破

壞力與準確度都大幅提升。目前的下肢靜脈

曲張的治療趨勢將走向多頭的發展，傳統的

靜脈結紮及抽取手術(Ligation and Stripping)
將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手術方式如靜

脈腔內燒灼術、射頻閉合術(Radiofrequency 
ablation)，以及較不具侵入性的硬化劑療法，

或手術加上硬化劑注射的合併療法 12。單獨

以硬化劑注射治療下肢靜脈曲張的病人，不

需要全身麻醉，且能迅速地回到日常生活或

工作岡位，但是可能需要數個療程(數次注射)
來達到完全的病變靜脈阻塞成功率 4.11。總而

言之，就目前的研究看來，硬化劑療法的適

用族群若以臨床表徵來說，表淺且直徑較小

病變靜脈可選擇，但如果以病人類型來看，

也許能給繁忙而只有片段空閒或排斥侵入性

手術的病患多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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