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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近期藥品異動新增資訊 10203~10204 

藥品異動清單 10203~10204 

公佈日期  藥品異動品項 院內碼 異動原因 本院同成分其他品項 院內碼 

1020424 ULEXIN CAP 250 MG 005ULE01 停產 CEFLEXIN CAP 500 MG 005CEF08

1020409 RESCULA EYE DROP 0.12% 5ML 005RES06 停止供貨     

1020403 VIDAZA INJ 100 MG (&) 005VID05 停產     

1020325 SUPERCILLIN POWDER 25 MG/ML 
60 ML 005SUP02 停產     

新進藥品清單(按藥品建檔日期由近至遠排列) 10203~10204 

藥品名稱 
院內碼 

健保碼(藥證) 學 名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健保價

（元）

備

註

PROVOCHOLINE 
INHALATION 1280 MG 
肺可靈診斷用乾粉吸入劑 
1280 毫克/小瓶 

005PRO51 
衛署藥輸字第

024279 號 

METHACHOLINE 
CHLORIDE 輔助氣喘之診斷。 ─

註

1

BOOSTRIX POLIO INJ 0.5 
ML (CDC-健兒門診公費) 
補施追安痺威疫苗 

005BOO03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29 號 

PERTUSSIS TOXOID; 
DIPHTHERIA TOXOID; 
TETANUS TOXOID; 
INACTIVATED 
POLIOVIRUS VACCINE 

BoostrixTM polio 適用於四歲以上者
的追加疫苗接種，用以預防白喉、
破傷風、百日咳及小兒麻痺。
BoostrixTM polio 並非供基礎免疫接
種之用。 

─
註

2

本院近期藥品異動新增資訊(10203~10204) …………………………………….. .  p.1 

藥物安全資訊— 
轉知 azithromyci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 ( 102/04/12 發佈 )  …….… ….………..…. p.3 

專題— 成人加護病房之鎮靜止痛藥物的選擇…………………………………………… p.4 



三總藥訊 102.05 

 2

藥品名稱 
院內碼 

健保碼(藥證) 學 名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健保價

（元）

備

註

JE VACCINE-GCC 1 
ML/DOSE (CDC-健兒門診
公費) 
日本腦炎疫苗 

005JAP04 
X;X 

JAPANESE 
ENCEPHALITIS 
INACTIVE VIRUS 
PROTEIN 

預防日本腦炎 ─
註

2

POTASSIUM CHLORIDE 
INJ 2 mEq/ML (15%) 
10ML(***) 
氯化鉀注射液 15% 

005POT09 
A020573229 

POTASSIUM CHLORIDE; 
RIBOFLAVIN 
PHOSPHATE SODIUM 

治療鉀缺乏症。 5.90 註

3

OMIDA INJ 5 MG/ML 1 
ML 
歐米達注射劑 5 毫克/毫升 

005OMI01 
A049275209 

MIDAZOLAM 知覺鎮靜、急救加護病房鎮靜、麻
醉誘導及維持、手術前給藥。 27.40

麻醉科-OMIDA INJ 5 
MG/ML 1 ML 006OMI01 MIDAZOLAM 知覺鎮靜、急救加護病房鎮靜、麻

醉誘導及維持、手術前給藥。 ─

STIVARGA TAB 40 MG 005STI07 REGORAFENIB (治療轉移性結直腸癌、胃腸道基質
瘤。) 自費

註

4

ARTISS SOLN FOR 
SEALANT 2 ML 
愛締絲低溫冷凍密合劑溶
液 

005ART06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902 號 

APROTININ; 
FIBRINOGEN HUMAN; 
HUMAN THROMBIN; 
CALCIUM CHLORIDE 

Artiss 之用途為將自體皮膚移植物
(autologous skin grafts) 粘合於經外科
處理過的燒燙傷創面，可適用於成
人及兒童患者。Artiss 不可作止血用
途。 

自費

DUPHASTON FC TAB 10 
MG 
得胎隆膜衣錠 10 毫克 

005DUP05 
衛署藥輸字第

025539 號 
DYDROGESTERONE 

原發性及續發性閉經、經期疾患、
痛經、行經延遲及先兆性和習慣性
流產。 

自費
註

5

KRESTIN POWDER 1 GM 
(&) 
克速鎮粉劑 

005KRE01 
B019316109 

KAWARATAKE 消化器癌（胃癌、食道癌、結腸、
直腸癌）。 176.00 註

6

麻醉科-ATROPINE INJ 1 
MG/ML 1 ML (東洲) 
硫酸阿托品注射液 

006ATR09 ATROPINE SULFATE 

胃腸痙攣性疼痛、膽管、尿管之疝
痛、支氣管痙攣性氣喘、夜尿症、
房室傳導障礙、迷走神經性徐脈、
麻醉前投與、有機磷殺蟲劑、副交
感神經興奮劑之中毒、制止盜汗、
流涎、痙攣性便秘。 

─
註

3

ATROPINE INJ 1 MG/ML 1 
ML (東洲) 
硫酸阿托品注射液 

005ATR09 
A022840209 

ATROPINE SULFATE 

胃腸痙攣性疼痛、膽管、尿管之疝
痛、支氣管痙攣性氣喘、夜尿症、
房室傳導障礙、迷走神經性徐脈、
麻醉前投與、有機磷殺蟲劑、副交
感神經興奮劑之中毒、制止盜汗、
流涎、痙攣性便秘。 

3.00 註

3

METHOTREXAT EBEWE 
INJ 100MG/ML 5 ML (專案
進口) 

005MET28 
X000115221 

METHOTREXATE (抗腫瘤製劑) 480.00 註

7

CALCIUMFOLINAT 
EBEWE INJ 10MG/ML 10 
ML (專案進口) 

005CAL16 
FOLINATE (CALCIUM) = 
LEUCOVORIN 
(CALCIUM) 

(對抗葉酸拮抗劑) 145.00 註

7

POLYTAR LIQ 65 ML (自
費) 
保麗娜液 

005POL08 
衛署藥輸字第

021018 號 
POLYTAR BLEND 頭皮癢、炎性疹、濕疹、牛皮癬。 自費

註

5

備註(健保給付規定及其他說明)： 

註 1 
上簽零購藥品，內含之診斷用藥。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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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局提供健兒門診公費疫苗。 

註 3 
上簽零購藥品。 

註 4 
上簽零購專案進口、專人專用自費藥品。 

註 5 
上簽零購自費藥品。 

註 6 
上簽零購藥品。 
※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9.7.Protein bound polysaccharide (PSK，如 Krestin) 005KRE01：（87/7/1、94/1/1） 
1.限胃癌病人經手術完全切除後，且同時接受化學治療者，並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2.每一個案每半年須重新評估一次，用藥期間若有復發情形應即停止使用本品。(94/1/1) 
3.使用本品至多以一年為限。(94/1/1) 

註 7 
上簽零購專案進口藥品。 

 
藥物安全資訊─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 

轉知含 azithromyci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 ( 102/04/12 發佈 )  

藥品安全有關資訊分析及描述： 
1. 美國 FDA 發布含 azithromycin 成分藥品之安全資訊，依據相關文獻報告，發現該藥品可能

引起心臟電位不正常改變，具有導致致命心律不整之風險，尤其是已有 QT 間距延長、低

血鉀或低血鎂、心跳低於正常值、或使用特定藥物治療心臟節律異常或心律不整的病人。 
2. 美國含該成分藥品仿單並已於 102 年 2 月修訂內容，於「警語與注意事項」欄位“加強說

明＂有關延長 QT 間距、torsades de pointes 等風險。 

對專業醫護人員的建議摘要： 
1. 醫師處方 azithromycin 應考慮可能發生 torsades de pointes 及致命心律不整的風險，特別是

有較高風險的病人，包括： 
 　已知有 QT 間距延長、曾發生 torsades de pointes、先天性 QT 間距延長、心律不整、無

法補償之心臟衰竭 (un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 的病人。 
 　 正在服用已知會造成 QT 間距延長藥品的病人。 
 　 病人目前正處於可能引起心律不整的臨床狀態，例如未矯正的低血鉀或低血鎂、嚴重

的心跳徐緩、或目前正在服用  Class IA (如  quinidine, procainamide)或  Class III (如
dofetilide, amiodarone, sotalol) 的抗心律不整藥品。 

2. 年紀較大或目前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較有可能因服用抗心律不整藥品導致 QT 間距延長。 
3. 如選擇其他替代抗生素治療時，例如巨環類或 fluoroquinolone 類抗生素，亦需考量潛在 

QT 間距延長或發生其他不良反應之風險。  

 使用本藥物治療之病人不可自行停藥，但若於接受該成分藥品治療後，發生如心跳不正

常、呼吸困難、頭暈等症狀或懷疑可能是藥物引起的其他不適症狀，建議儘速回診洽詢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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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含 azithromycin 成分藥物有 ZITHROMAX SUSP 40 MG/ML 15 ML、ZITHROMAX 
TAB 250 MG，本院其餘可能會造成 QT 間距延長及其嚴重度之相關用藥指引已整理並發布

於院內網路藥典之「特殊藥品」資料中，請同仁多多利用查詢。 

主要資料來源：http://medwatch.fda.gov.tw/manage/Data/B01/20130411095209.pdf. 
 

專題：成人加護病房之鎮靜止痛藥物的選擇 

綜整轉譯 

 痛苦(distress) 是加護病房經常必須解決的病人問題，導致加護病房病人痛苦的常見原因

包括疼痛、焦慮、瞻妄、呼吸困難和神經肌肉麻痺等，通常以躁動 (agitation) 表現。 

 常規的病人照護 (例如抽痰、身體復位和物理治療)、長時間不動、創傷、插管、手術和

其他監測儀器的使用都會產生疼痛。疼痛的察覺包括病人表情痛苦、畏縮、抗拒、發汗、換

氣過度和心跳過快等。疼痛未適時控制會因連串的生理反應而導致預後不佳。人體在經過受

傷、敗血症或手術後，會刺激自主神經系統釋放體液因子  (humoral factors)，例如 
catecholamine 、 cortisol 、 glucagon 、 leukotriene 、 prostaglandin 、 vasopression 和  β-
endorphins，即所謂的壓力性反應 (stress response)。交感神經活化會導致心跳加快、血壓上

升及心肌耗氧量增加，從而導致心肌缺血或梗塞。賀爾蒙的改變增加了第八凝血因子及凝血

酶原-血小板活性、抑制纖維蛋白溶解 (fibrinolysis) 而導致過度凝血；壓力賀爾蒙也會產生胰

島素阻抗以及增加新陳代謝速率及蛋白質代謝，還有使淋巴細胞數量及功能降低並增加顆粒

性白血球細胞而使免疫被抑制。 

 焦慮的定義是病人對實際或認知上的威脅持續存在著憂慮或自主性的緊繃狀態。怕受

苦、怕死、失去控制能力和無法有效溝通的挫折是造成重症病人焦慮的典型原因，焦慮的症

狀或徵兆包括頭痛、噁心、失眠、厭食、呼吸困難、心悸、暈眩、口乾、胸痛、發汗、過度

換氣、臉色蒼白、心跳過快、震顫和 (或) 過度警覺等。 

 瞻妄 (delirium) 則是加護病房中常見器質性精神綜合徵候，被定義為急性及潛在可逆的

意識和認知功能障礙，嚴重度則具波動性，通常很難立即被辨識出來，特別是老年人。瞻妄

病人有短期記憶受損、知覺異常及間歇性定向感喪失，通常在晚上更嚴重。瞻妄是延長重症

病人住院和死亡的危險因子。而造成瞻妄的危險因子則包括了電解質不平衡 (高血鈣、高血

鈉)、高澱粉酶血症、高血糖、氮血症、肝病 (高膽紅素血症、肝酵素值升高)、感染、藥物

戒斷、酒精戒斷、營養不良、癌症、腦血管疾病、心肺疾病、高齡，以及某些藥品 (例如 
benzodiazepines 、 corticosteroids 、 antihistamines 、 β-blockers 、 antiarrhythmics 、 digitalis 
glycosides、atropine等) 的使用。 

 在控制加護病房病人壓力性反應上，鎮靜劑和止痛劑的使用漸趨重要，證據顯示，組合

使用可改善對重症病人有害的壓力反應。 基本上，藥物的選擇應以藥物動力學、藥物藥效

學、藥價以及處理副作用的費用等基礎做考量，然而重症病人除全身性疾病外，多重器官衰

竭和血行動力學不穩定，都限制了藥物的選擇，藥物的最終選擇仍需視病人特性和臨床狀況

而個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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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靜劑及止痛劑的選擇 

 加護病房常使用的鎮靜-止痛藥物 (sedative-analgesic medications) 包括 benzodiazepines 
(如 diazepam、lorazepam 和 midazolam)、鴉片類止痛劑 (如 fentanyl、morphine)、propofol、
dexmedetomidine 以及抗精神病藥物 (如 quetiapine) 等。鎮靜-止痛藥物的選擇，最重要的考

量應包括造成病人壓力的病因、預計治療持續的時間和與其他藥物交互作用的可能。若造成

壓力的病因來自於焦慮，benzodiazepines 是較理想的用藥選擇；而呼吸困難和疼痛所引起的

壓力，則以鴉片類製劑為佳；若是瞻妄導致的壓力，抗精神病藥物如 quetiapine 則是目前常

用的藥物。無論如何，鎮靜-止痛藥物的選擇應將可能改變藥物動力學的因素如年紀、體

重、肝/腎功能和期望鎮靜的深度納入考量。不正常的藥物動力因素會改變藥物開始作用的

時間、到達最大作用的時間、藥效持續時間和鎮靜效果等。初期藥物投予劑量需考慮預期鎮

靜的程度、影響藥物動力學的因素以及病人本身過往病史，如酗酒或藥物濫用等。通常需深

度鎮靜、體型較大、酗酒或有鴉片類藥品濫用者，可能需要較高劑量的藥物；體型較小、年

長者或體內主要代謝排泄器官功能受損者，則使用劑量相對較小。 

 目前研究證據顯示，持續性輸注相關藥物，會延長病人呼吸器使用的時間，因此，每日

間歇性投予是較佳的給藥方式。理想的鎮靜目標是讓病人保持清醒、舒服並伴隨小或無壓力

的狀態。一旦鎮靜-止痛藥物開始作用，並達穩定狀態，接下來要做的即是監控，避免病人

過度鎮靜。 

鎮靜-止痛藥物使用評估 

 鎮靜-止痛藥物是否維持使用，需要每日對病人進行個別再評估，確認病人的焦慮、疼

痛和疾病獲得良好的處置。至於焦慮的治療，除了使用藥物外，造成病人焦慮的根本原因應

設法找出並一併解決才能真正緩解焦慮的問題，例如呼吸困難常是重症病人焦慮的原因，若

其呼吸困難是因為呼吸器氣流不足造成，調整呼吸器就可以解決而不一定要使用藥品。 

 臨床上有些評量表可用來輔助評量病人的狀況，如評估疼痛的語言評定量表 (Verbal 
Rating Scale, VRS)、視覺類比量表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數字評定量表 (Numerical 
Rating Scale) 和多元尺度量表 (Multidimensional scale, MDS)，針對鎮靜-躁動的程度進行評估

的評估表：Richmond Agitation-Sedation Scale (RASS)、Riker Sedation-Agitation Scale (SAS) 
和  Motor Activity Assessment Scale (MAAS)，以及 ICU 意識混亂評估量表—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 for the ICU (CAM - ICU) 等。 

 過度鎮靜會延長呼吸器使用的時間，一般建議，當鎮靜-止痛藥物使用天數超過 7 天 (7
天內定義為短期)，一旦要停藥需採逐漸降低投與劑量的方式，以免戒斷症狀發生。當生理

上的鎮靜不需要時，鎮靜-止痛藥物停用的順序及速度必須依病人實際狀況考量，例如使用

超過一種以上的鎮靜-止痛藥物者 (例如 benzodiazepines 及鴉片類止痛藥)，鴉片類止痛藥停

用順序應該較晚，並且慢慢減量再停藥，免得病人清醒時感覺到疼痛。而停藥的速度則取決

於病人使用藥物的時間、鎮靜的程度及對藥物依賴的程度。一觀察性研究之結果顯示，留置

加護病房超過 7 天者，32 % 的病人在鎮靜-止痛藥物減少使用時，產生了戒斷症狀。

Benzodiazepines 之戒斷症狀包括焦慮、情緒混亂、震顫、心搏過速、高血壓及發燒等。間歇

性靜脈注射或口服給予 lorazepam (0.5-1 mg, q6-12 h) 也許可防範病人發生戒斷症狀。鴉片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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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之戒斷症狀除了焦慮、意識混亂外，還包括流鼻水、流淚、出汗、瞳孔放大、胃痙攣、

噁心、嘔吐、腹瀉及心搏過速和高血壓等；可利用劑量漸減  (de-escalating)、轉換成

barbiturate 和加入α-2 作用劑 (clonidine、dexmedtomidine ) 減少這些戒斷症狀。 

常用鎮靜、止痛藥物之藥物動力學  

止痛藥物 

 鴉片類藥物是重症病人最有效的疼痛治療藥物。常使用的藥物包括 morphine、fentanyl 
和 hydromorphone 注射劑。相關藥物使用劑量如表一所示。非類固醇消炎藥物如 ketorolac、
ibuprofen、acetaminophen (IV) 可作為疼痛的輔助治療藥物，以減少鴉片類藥物使用量，但

由於非類固醇消炎藥物不具鎮靜效果且有增加不良反應的風險，如 ketorolac 潛在嚴重不良

反應包括影響腎功能、抑制血小板凝集和胃腸道出血等，因此並不常用於加護病房。至於神

經性疼痛，單獨使用鴉片類藥物止痛效果不佳，若病人胃腸吸收和蠕動功能狀況正常，可考

慮加入抗癲癇藥物 gabapentin、carbamazepine 作為神經性疼痛的輔助治療。 

 Morphine：靜脈注射劑型，5-10 分鐘內開始作用，於 1-2 小時內達最大止痛效果，在肝

臟經共軛結合成葡萄糖醛酸代謝物，由腎排除，排除半衰期約 1.5-4.5 小時。肝、腎功能不

良或老年病人，需調整初始給藥劑量。腎功能不良者，長期使用有藥品蓄積之風險。

Morphine 會透過消除交感神經作用和直接對竇房結作用而導致靜脈擴張和心跳減緩，呼吸抑

制則是其主要的副作用，其他副作用包括鎮靜、噁心、歐地氏 (Oddi) 括約肌痙攣，及釋出

組織胺導致的低血壓、心搏過速及支氣管收縮等。 

 Fentanyl：合成的 morphine 衍生物。當病人處於血行動力學不穩或對 morphine 過敏時，

可優先選用 fentanyl。Fentanyl 效力為 morphine 的 100 倍，具高脂溶性，可快速穿透血腦障

壁，作用起始時間快 (立即)，作用維持時間短 (0.5-1 小時)。輕至中度肝/腎功能不良者，初

始劑量需減低 50 %，嚴重不良者避免使用。 

 Hydromorphone：半合成鴉片類製品，效力為 morphine 的 5-10 倍。起始作用快速 (5 分

鐘)，於 10-20 分鐘內達最大作用，經由肝臟葡萄糖醛酸化，約 2.3 小後經腎由尿排除。肝/腎
不良者，需調整初始劑量。 

Benzodiazepines 類鎮定劑 

 過去加護病房中最常使用的是 midazolam 和 lorazepam，近期研究調查 midazolam 和
propofol 則是目前加護病房用來鎮靜的主流藥物，lorazepam 使用日漸減少，diazepam 則較少

作為加護病房病人鎮靜使用。 

 Benzodiazepines 作用在 GABA (Gamma aminobutyric acid) 之專一性接受器，抑制神經傳

遞物質與之結合，低劑量投予即可產生抗焦慮作用；高劑量投予則與鎮靜、肌肉鬆弛、順行

性健忘症、抗癲癇作用有關；同時具有呼吸和心血管抑制作用，尤其是本身即有呼吸功能不

足和血行動力學不穩定者更容易發生。 

 基本上，benzodiazepines 類藥物間等效劑量投予時，大部分可產生相同的作用，但其效

力、作用開始的速度和持續時間仍有所不同，長期投予，還是會有耐受性產生。此類藥品劑

量使用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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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力 (Potency)：Benzodiazepines 效力定義為與 GABA 接受器結合的親和力。Lorazepam 具
有最大的親和力，midazolam 和 diazepam 則相對較低。 

作用速度 (Rapidity of action)：Benzodiazepines 作用速度與藥品穿過血腦障壁速度有關。由

於 midazolam 和 diazepam 具高脂溶性，因此可快速穿過血腦障壁。Midazolam 開始作用時間

為輸注後 2-5 分鐘；diazepam 則於輸注開始，立刻發生作用；lorazepam 因脂溶性較低，所

以於輸注後 5-20 分鐘開始作用。 

作用時間：基本上親脂性高的 benzodiazepines 可快速由中樞再分佈至周邊組織，然而所有

benzodiazepines 經重複投予，便會在脂肪組織中累積；肥胖病人相較體型纖瘦的病人也許會

於體內蓄積更多，而有延長 benzodiazepines 作用的風險。藥物作用時間的長短亦受是否有活

性代謝物，病人特質如年紀、體重、肝/腎功能、藥物交互作用和代謝機轉所影響。 

 Midazolam：正常肝功能病人短期 (< 48 小時) 間歇性投予，作用時間約 2-4 小時。若經

長時間投予，因其分佈體積較大的特質，藥物會與周邊組織結合，於體內停留較久。

Midazolam 的活性代謝物 α-hydroxymidazolam 亦會延長鎮靜效果。當病人肝或腎功能不良

或合併 CYP3A4 抑制作用的藥物如 fluconazole、amiodarone、metronidazole 等，則可能會造

成α-hydroxymidazolam 於體內蓄積。 

 Lorazepam：短期間歇性投予，作用時間約 6-8 小時。Lorazepam 由於肝臟清除率低、

分佈體積小、無活性代謝物以及交互作用少，對需長期鎮靜的病人，是一較佳的選擇。 

 Diazepam：作用最快速，短期間歇性投予，作用時間約 30-60 分鐘。diazepam 可快速再

分佈至周邊組織及有高肝臟清除率，但與 midazolam 相同，diazepam 經長時間投予，會因其

分佈體積較大的特質，與周邊組織結合，且其有二個活性代謝產物 (desmethyldiazepam, 
methyloxazepam) 產生，而導致鎮靜作用延長。 

Benzodiazepines 的副作用及交互作用 

 呼吸和中樞抑制是 benzodiazepines 已知與劑量有關的不良反應。甦醒延遲或過度鎮靜可

能也是 benzodiazepines 會導致的結果，特別是長時間使用 (> 48 小時)。延遲甦醒則可能導致

呼吸機延長使用。靜脈投予 diazepam 可能會增加靜脈栓塞的風險以及在注射部位產生血管

炎。Benzodiazepines 治療可能引發瞻妄，尤其是接受深度鎮靜的老人或同時有失智症者。瞻

妄與長時間呼吸機使用、留置加護病房或醫院的時間有關，2013 年 ICU 臨床作業指南建

議，非酒精或非 benzodiazepines 戒斷引起的瞻妄，在鎮靜藥物的選擇，dexmedetomidine 是
優於 benzodiazepines 的，前者可降低瞻妄持續的時間。瞻妄可能會增加病人死亡率，一旦病

人發生瞻妄，可用 haloperidol 來控制。Lorazepam 或 diazepam 靜脈注射劑使用 propylene 
glycol 作為溶劑，兩藥輸注時均可能併發 propylene glycol 毒性反應，雖然在腎功能正常或是

正常使用劑量下就可能發生，但一般來說，通常在超過建議使用量 0.1 mg/kg/hr 或是於腎功

能不良者較易發生。Propylene glycol 之毒性特徵包括高滲透壓和陰離子間隙 (anion gap) 代謝

性酸中毒，可使用血清滲透莫耳濃度差 (osmolar gap) 來確認，當 osmolar gap 大於 10 
mosmoles/L，代表使用相關藥物之病人其血清內 propylene glycol 濃度已足以產生毒性。

Propylene glycol 造成的毒性常伴隨急性腎損傷，嚴重時可能進展成多重器官衰竭。發生時之

治療以停藥為主，嚴重時進行血液透析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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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護病房中常用的藥物也許會與 benzodiazepines 產生交互作用。與中樞及呼吸抑制劑如

鴉片類藥物併用，會加強 benzodiazepines 對中樞及呼吸的抑制作用。相反的，中樞刺激性藥

物如 methylphenidate 則會降低 benzodiazepines 的中樞抑制作用。此外，許多藥物可透過 
CYP-450 酵素系統，干擾  benzodiazepines 的代謝，例如  midazolam 及其活性代謝物為 
CYP3A4 酵素的受質，具抑制或誘導此酵素作用的藥物可能會影響 midazolam 的藥物動力

學。抗黴菌劑如 fluconazole、itraconazole、ketoconazole、voriconazole 和巨環類抗生素如

clarithromycin 、 erythromycin 等，藉由抑制  CYP3A4 ，會延長  midazolam 的作用。

Rifampin 、 rifabutin 則會延長  midazolam 的作用。 Diazepam 除經  CYP3A4 水解成 
temazepam，亦由 CYP3A4 及 CYP2C19 去甲基化形成 desmethyldiazepam，此二者均為活性

代謝物。Lorazepam 則由於絕大部分經過肝臟葡萄糖醛酸反應 (glucuronidation) 形成非活性

的代謝物 (3-O-phenolic metabolite)，所以不會與誘發或抑制 CYP-450 酵素系統的藥物發生交

互作用。 

抗精神病藥物 

 瞻妄是中樞過度活躍引起的情緒激動狀態，可使用抗精神病藥物來治療。Haloperidal 因
其可靜脈注射且作用速度快 (15-20 分鐘)，作用時間則依累積劑量而變。一般來說，約每 4-
12 小時，投予一次。另外，haloperidol 鎮靜作用小，因此被 the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的臨床指引建議使用。目前僅有少數研究顯示口服非典型抗精神病藥物 
(olanzapine、quetiapine、risperidone) 在效果及安全性上可能與 haloperidol 類似，這些藥物在

被用來替代 haloperidol 常規治療前需要更多嚴格的研究。 

 Haloperidol 嚴重副作用如多型性心室心率過快 (包括 TdP) 並不常見，發生率通常與高劑

量投予有關，其他引發 QT 波間隔延長之危險因子包括先天 QT 波間隔延長、肝功能不良、

電解質不平衡等。其他可能的副作用則包括：急性肌張力不全反應、帕金森氏症、遲發性運

動障礙、靜坐不能。一綜合 15 個 RCT 試驗的統合分析結果顯示，失智的老年人以抗精神病

藥物治療，可能會增加病人因心衰竭、猝死或肺炎感染死亡的風險 (3.2% vs. 2.2%；OR 
1.54，95% CI 1.06-2.23)。Haloperidol 亦會和其他與 CYP-450 酵素系統代謝有關的藥物產生

交互作用。要注意的是，避免同時使用具  QT 波間隔延長的藥物，如  ciprofloxacin、
ziprasidone 等，相關藥品於本院網路藥典「特殊藥品」內已有綜整列表可供參考。 

Propofol 

 Propofol 具健忘、抗焦慮、抗痙攣及肌肉鬆弛作用，但不具止痛效果。Propofol 具高脂

溶性，極易穿過血腦障壁，開始作用時間快 (< 1 分鐘) 且作用時間短 (3-10 分鐘)，適合用於

需時常進行神經學檢查的病人。Propofol 製劑為溶於含卵磷脂、大豆油的脂肪乳劑，因此可

能引發過去對蛋或大豆油過敏的病人發生過敏反應。長期使用 (> 48 小時)，則有藥品蓄積的

問題而延長作用時間。低血壓是輸注 propofol 常見的反應，特別是合併其他鎮靜、鴉片類藥

物使用時或快速推注時。加護病房病人使用 propofol，約 25 % 的人曾發生低血壓。其他主

要副作用包括心跳減緩、心律不整、神經興奮作用 (如肌陣攣、肌躍症、舞蹈手足徐動症、

假性腦膜炎)、呼吸性酸中毒和胰臟炎及高血脂等，這些副作用與 propofol 長期使用有關。

當病人發生代謝性酸中毒惡化、高三酸甘油酯血症、低血壓並需使用血管增壓劑和心律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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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應懷疑是否發生 propofol infusion syndrome (PRIS)，PRIS 死亡率高，早期發現早期停

藥，是重要治療關鍵。Propofol 藥品劑量使用如表二所示 

Dexmedetomidine 

 本藥為高選擇性 α-2 腎上腺接受體作用劑，具抗焦慮、鎮靜和部分止痛作用。靜脈輸

注投予後 15 分鐘，開始發揮鎮靜作用，於 1 小時內達最大作用，適用於接受插管及人工呼

吸器照護病人之鎮靜作用。目前核准適應症使用時間不得超過 24 小時。長期使用，可能增

加戒斷的風險 (發生反彈性高血壓)，然亦有研究證明使用時間大於 24 小時是安全有效的。

常見副作用包括低血壓和心跳減緩。Dexmedetomidine 藥品劑量使用如表二所示。 

表一、加護病房常使用的止痛藥物之使用劑量及臨床藥物動力學特性 

藥物 作用起始
時間 

排除半
衰期 

活性代謝
物 劑量 輸注速率 注意事項 

Fentanyl 1-2 min 2-4 hr None 0.35-0.5 mcg/kg IV 
q0.5-1 hr 

0.7-10 
mcg/kg/hr 肝功能不良者 

       
Hydromorphone 5-15 min 2-3 hr None 0.2-0.6 mg IV q1-2 hr 0.5-3 mg/hr 肝/腎功能不良者 
       

Morphine 5-10 min 3-4 hr Yes 2-4 mg IV q1-2 hr 2-30 mg/hr 肝/腎功能不良者；組
織胺釋出 

摘自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in, agitation, and delirium in adult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2013)  p.270,  table 3. 

表二、加護病房常使用的抗焦慮藥物之使用劑量及臨床藥物動力學特性 

藥物 
作用起

始時間 
排除半衰期 

活性代

謝物 
負荷劑量 維持劑量 副作用 

Midazolam 2-5 min 3-11 hr Yes 
0.01-0.05 

mg/kg 0.02-0.1 mg/kg/hr 呼吸抑制、低血壓 

Lorazepam 
15-20 
min 

8-15 hr None 
0.02-0.04 

mg/kg 

0.02-0.06 mg/kg q2-
6 hr prn;  
0.01-0.1 mg/kg/hr 
(≦10mg/hr) 

呼吸抑制、低血壓、
propylene glycol 導致
代謝性酸中毒、腎毒
性 

Diazepam 2-5 min 20-120 hr Yes 5-10 mg 0.03-0.1 mg/kg 
q0.5-6hr prn 

呼吸抑制、低血壓、
靜脈炎 

Propofol 1-2 min 

短期使用 
3-12 hr； 
長期使用 
50+/-18.6 hr 

None 5 mcg/kg/min 5-50 ug/kg/min 
注射部位疼痛，低血
壓，呼吸抑制，高血
脂，胰臟炎，過敏 

Dexmedetomidine 5-10 min 1.8-3.1 hr None 1 mcg/kg 0.2-0.7 ug/kg/hr 心跳減緩、高/低血
壓、 

摘自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in, agitation, and delirium in adult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2013) p.276, tab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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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疼痛是一種不愉快的感覺，而各種原因均可能引起疼痛，重症病人往往無法充分向醫療

人員表達其疼痛程度，因此，醫療人員常需借助觀察病人的行為及生命徵象來了解病人現在

的狀況。焦慮及疼痛常來自於許多因素，每個可能的因素都值得進一步治療，因此，合併不

同鎮靜或止痛機轉的藥物進行治療是必需的。沒有任何一個鎮靜或止痛藥物適合加護病房內

所有病人，藥物的選擇仍需個別化，取決於病人特性和臨床狀況。對於所有醫療人員而言，

確保病人舒適和安全狀態是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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