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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創傷性腦損傷後預防癲癇發

作之藥物選用 

藥師 蕭維禛 

� 前言 

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是因為外傷引起的腦組

織損害，可能會導致死亡或是巨大的

經濟負擔，常見原因為跌倒、高處跌

落、交通事故、打架、撞擊等。病人

發生腦創傷後，若未給予抗癲癇藥品

預防損傷後引發的癲癇發作，病人可

能出現嚴重的癲癇重積現象，反而加

重腦損傷部位的代謝性需求，導致腦

組織的二次傷害。根據病人的格拉斯

哥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GCS)
創傷性腦損傷可分為輕度、中度及重

度，GCS 小於等於八分為嚴重腦損

傷，GCS 介於九到十三分為中度腦損

傷，GCS 介於十四到十五分為輕度腦

損傷。 
當頭部外傷導致病患低血壓、缺

氧或顱內壓升高等問題時，常會加重

腦神經的傷害，並可能導致死亡。原

發性傷害(Primary insult)是指頭部在受

到外力的剎那所受到的傷害，繼發性

傷害(Secondary insult)則是指受到外力

撞擊數分鐘或數天後，隨著生理或代

謝所衍生的傷害，包括腦部缺血、缺

氧、創傷後癲癇等。因原發性傷害無

法避免，因此治療著重在預防繼發性

傷害。 
根據統計，美國每年約 275,000 人

因創傷性腦損傷而住院，其中約 5-7%
的人會經歷創傷後癲癇，如為嚴重創

傷性腦損傷(格拉斯哥昏迷指數小於八

分)則有 20-25%的機率會經歷至少一

次創傷後癲癇。創傷後癲癇

(Posttraumatic seizure：PTS)依初次發

作時間可分成兩類，若在受傷七日內

發生為早發型創傷後癲癇(Early 
PTS)，但在凹陷性骨折與顱內血腫的

病人身上卻可觀察到較高的發生率

(30%)，此外，7 歲以下的幼童發生腦

損傷後出現早發型癲癇的比例也相較

青少年族群來得高，通常伴隨著顱內

缺血或代謝失衡等現象。在受傷七日

後發生為遲發型創傷後癲癇(Late 
PTS)，平均 40%的病人於事件發生後

六個月內 開始出現遲發型創傷後癲

癇，其發生主要反映出大腦結構出現

永久性生理損傷，與早發型不同的

是，老年族群反而是高危險群。 
造成早發型創傷後癲癇的危險因

子為格拉斯哥昏迷指數小於等於十

分、腦皮質挫傷、穿刺性頭部外傷、

凹陷性頭骨骨折，以及硬腦膜內、硬

膜上或腦內血腫；遲發型創傷後癲癇

的危險因子為發生過早發型創傷後癲

癇、急性腦血腫、創傷後失憶超過二

十四小時、失去意識、年齡大於六十

五歲。 

� 文獻探討 

多年來，使用抗癲癇藥品來預防

早期創傷性腦損傷已是標準治療，其

中最常使用的是 Phenytoin，其被 FDA
核准可用在預防及治療神經外科手術

引起之癲癇發作、大發作、局部癲癇

發作及癲癇重積狀態之治療。優點是

目前有最多研究支持其用來預防創傷

性癲癇，但缺點是其藥物動力學性質

複雜且為非線性，需監測藥物血中濃

度，治療濃度範圍狹窄(10-20 mcg 
/mL)、蛋白質結合率高(約 90%)，因在

肝臟被 CYP2C9、CYP2C19 酵素代

謝，所以容易與經由肝臟 CYP450 酵

素代謝之藥品產生交互作用，靜脈注

射時若不慎外漏會造成組織壞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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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Temkin NR 等學者發表一

篇關於 Phenytoin用於預防創傷後癲癇

的重要研究，此為一個隨機雙盲的臨

床試驗，共納入 404 位嚴重腦創傷病

人，將病人分為 Phenytoin 組 208 人及

安慰劑組 196 人，比較使用 Phenytoin
及安慰劑之療效。Phenytoin 組在給予

負載劑量 20mg/kg 靜脈注射之後，調

整劑量以維持藥物濃度於治療範圍

內。結果發現在第一週內 Phenytoin 組

的癲癇發生率明顯低於安慰劑組，但

在降低遲發型癲癇發生率方面，兩組

並無差別。另外，在 Phenytoin 組有較

高比例的病人因出現皮疹而停藥。 
在 1999年Temkin NR等學者也發

表一篇 Valproate 用於預防創傷後癲癇

與 Phenytoin 比較的研究，是一個隨機

雙盲、有平行組的臨床試驗。病人在

受傷後二十四小時內被分至 Phenytoin
組治療一週(132 人)，Valproate 組治療

一個月(120 人)，Valproate 組治療六個

月(127 人)。使用 Phenytoin 者給予負

載劑量 20mg/kg 靜脈注射，之後維持

劑量為 5mg/kg/day，分成兩次給藥，

使用 Valproate 者給予負載劑量

20mg/kg 靜脈注射，之後維持劑量為

15mg/kg/day，分成四次給藥，同時監

測藥物血中濃度，並調整劑量以維持

藥物濃度於治療範圍內，這些病人持

續接受追蹤治療兩年。研究結果發現

兩者在減少早期癲癇發生率方面一樣

有效，但對於預防遲發型癲癇皆無

效，同時也發現使用 Valproate 組的死

亡率相較於 Phenytoin 組有增加的趨

勢，因此一般不建議使用 Valproate 來
預防創傷後癲癇。 

Levetiacetam 為新一代的抗癲癇

藥品，被 FDA 核准用於局部癲癇發作

之單獨或輔助治療、肌抽躍性癲癇，

及原發性泛發性強直陣攣發作之輔助

治療。Levetiacetam 比起傳統型抗癲癇

藥品有以下優勢，如具有線性的藥物

動力學特性，口服生體可用率高

(100%)、不須監測藥物血中濃度、低

蛋白結合率(<10%)、藥物交互作用

少、副作用少等。 
2010 年 Szaflarski JP 等學者發表

一篇前瞻性、隨機單盲的臨床研究報

告，比較使用 Levetiacetam(34 人)與
Phenytoin(18 人)靜脈注射用於嚴重腦

部創傷或蜘蛛網膜下腔出血病人預防

癲癇的效果。Levetiacetam 的最大使用

劑量為 3000mg/day，Phenytoin 的使用

劑量則依藥物血中濃度或是否發生癲

癇來調整。結果顯示在七十二小時內

或六個月的癲癇發生率兩組並無明顯

差異，不良反應方面 Levetiacetam 組病

人明顯較少發生神經狀態惡化或腸胃

副作用，而在三或六個月的殘疾評分

表(Disability Rating Scale：DRS)中位數

分數 Levetiacetam 組明顯低於

Phenytoin 組，並且在六個月的格拉斯

哥預後指標中位數分數 Levetiacetam
組明顯高於 Phenytoin 組，因此研究者

認為 Levetiacetam 相較於 Phenytoin 可

以改善病人的長期預後。 

� 結論 

根據美國 Brain Trauma 
Foundation 2007 年及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AAN)2003年發

表的治療指引，建議在創傷性腦損傷

發生的第一週使用抗癲癇藥品來預防

癲癇，但不建議使用抗癲癇藥品來預

防遲發型創傷後癲癇。Phenytoin 向來

是首選用藥，而一般不建議使用

Valproate 來預防創傷後癲癇。自

Levetiacetam 上市以來，由於具有理想

的藥物動力學特性、副作用少、藥物

交互作用少等因素，因此臨床上有取

代 Phenytoin 之趨勢，且經酵素水解成

不具活性代謝物，不須經由肝臟酵素

代謝，因此適合肝臟功能不全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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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介紹-  

Cialis® (Tadalafil)  

犀利士膜衣錠 

藥師 吳文凱 

壹、前言 

現代男人的生活忙碌且充滿壓

力，而男性的性功能障礙問題似乎也

愈來愈普遍，性功能障礙的問題，包

含了性慾、射精、勃起障礙等。不論

是傳統醫學或西方醫學，對此疾病都

有深入的研究。隨著慢性病的增加、

壽命的延長及對生活品質的要求，男

性對於性功能障礙求診的比例逐漸增

加。近幾年來對於勃起的解剖、生理、

病理功能的了解和新藥的推出，使得

這個疾病更獲得重視。 
勃起功能障礙的定義是：陰莖持

續性的無法保持充血勃起狀態到性交

完成，進行性行為時發生障礙次數超

過 25 %，才能稱勃起功能障礙。其影

響是多面向的，除了男性表現會打折

外，在患者本身以及性伴侶的心理以

及人際關係上，有可能造成複雜的後

遺症。 

貳、適應症：  

1. 治療勃起功能障礙。  
2. 良性攝護腺(前列腺)肥大症所伴

隨的下泌尿道症狀。 

參、用法及用量與劑量調整： 

本品為膜衣錠，不可剝半使用，

應整顆服用，不適用於女性及 18 歲以

下病人。 

1. 使用於成年男性： 
1.1. 一般而言，犀利士的建議劑量

為 10 mg，在預期性行為前服

用，進食與否不受影響。病人

服用 Tadalafil 10 mg 得不到適

當效果時，可嘗試 20 mg。至

少在性行為前 30 分鐘服用本

藥。  
1.2. Tadalafil 10 mg 及 20 mg 最多

一天一次，不建議持續每日用

藥。 

2. 使用於腎功能損害的男性： 
2.1. 輕微及中度腎功能損害的病

人，不需要調整劑量。 
2.2. 嚴重腎功能損害病人的建議

最大劑量為 10 毫克。 

3. 使用於肝功能損害的男性： 
3.1. 建議劑量為 10 毫克。在嚴重

肝功能損害(Child-Pugh Class 
C)病人之臨床安全性資料有

限；處方時，應進行個別評

估，周詳考慮對病人的利害得

失。 
3.2. 尚未有關於 10 毫克以上劑量

之 Tadalafil使用在肝功能損害

病人的資料。 

4. 老年(≧65yr)及糖尿病患者合併

勃起功能障礙之治療，不需調整

劑量。 

肆、藥物作用機轉：  

Tadalafil 為具選擇性、可逆性

c-GMP 之 Phosphodiesterase type 5 
(PDE5)抑制劑。當性刺激造成一氧化

氮（NO）局部釋出時，Tadalafil 可抑

制 PDE5 作用以減少細胞內 cGMP 的

代謝而提高 c-GMP 於海綿體的濃度，

使平滑肌放鬆和血流流入陰莖而使勃

起功能更佳，現今已成為治療勃起功

能障礙的首選藥物。 
由於 PDE5 抑制 c-GMP 濃度的作

用亦出現於攝護腺平滑肌、膀胱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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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系統中，Tadalafil 可用以減緩良性

攝護腺(前列腺)肥大症所伴隨的下泌

尿道症狀。 

伍、不良反應： 

常見副作用為頭痛、消化不良及

腰背痛，不良反應發生率會隨著犀利

士劑量增加而增加。不良反應報告為

暫時性，一般而言為輕微或中度的。

服用犀利士一天一次的病人，大多數

的頭痛報告是發生在開始接受治療的

第 10 到 30 天內。 

陸、使用禁忌： 

臨床試驗顯示 Tadalafil 會加強硝

酸鹽(Nitrates)的降壓效果。認為此結果

是來自於硝酸鹽(Nitrates)和 Tadalafil
共同作用影響 Nitric Oxide/cGMP 代謝

途徑。因此，有下列情形者禁止服用

犀利士： 

1. 正在規律或間歇服用任何形式

Nitrates 類藥物的患者。 

2. 對 Tadalafil 或此藥的任何賦形劑

過敏的病人。 

3. 因非動脈性前部缺血性視神經病

變而一眼失明。 

4. 不適合性行為之心臟病患；醫師

應審慎評估先前患有心血管疾病

的病人在從事性行為時潛在的心

臟危險性。下列心血管疾病的病

人使用 Tadalafil 為禁忌：  
• 在最近 90 天內有心肌梗塞的病

人或最近 6 個月有中風的病人。 
• 有不穩定型心絞痛或曾在性交

時發生心絞痛的病人。 
• 在最近 6 個月患有依紐約心臟

協會(NYHA)分級為第二級或

以上的心臟衰竭病人。 
• 病人有未受控制的心律不整、

低血壓(<90/50 mmHg)，或未受

控制的高血壓。 

柒、警語及注意事項：  

1. 若正在服用硝酸鹽類（Nitrates）
藥品如：Nitroglycerin（耐絞寧®）；

Isosorbide（易適倍®）；Imdur（寬

心持續性藥效錠®），禁止使用本

類藥品。 

2. 若正在服用 alpha 阻斷劑藥物如：

Doxazosin（可迅持續性藥效錠®）

時，請不要服用 Cialis® 

3. 若於服藥期間發生下述狀況時請

立即回診就醫： 
3.1. 過敏反應如搔癢或紅疹、臉或

手部腫脹、嘴唇或喉嚨腫脹或

有刺痛感、胸悶、呼吸困難、

頭暈。 
3.2. 勃起傷害或勃起持續超過 4 小

時、心跳加快、胸痛、異常背

痛或肌肉痛、視覺障礙。 

4. 若於服藥期間發生下述狀況時請

告知您的醫師：頭痛，鼻塞，流

鼻水，胃部不適，噁心，潮紅（臉

部、脖子、前胸發熱）。 

5. 與酒精併服會加重低血壓之危

險。 

6. 藥品儲存處置： 
6.1. 請將藥品存放在室溫中，避免

存放於高溫、潮濕或直接日曬

的地方。 
6.2. 請將藥品放在兒童拿不到的

地方，以免幼兒誤服。 
6.3. 請勿未經醫師指示自行服用

此類藥物。 
6.4. 不可將本藥與他人分享，以免

發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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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比較 

市面上的兩種口服陽痿治療藥物

（威而剛、犀利士），作用的原理皆是

抑制 PDE 5，產生促進陰莖平滑肌放

鬆，達到陰莖充血、勃起作用，二者

因成分、結構略有不同，而使作用略

有差異，比較如下表。 
 

 

商品名 Viagra 威而剛 Cialis 犀利士 
學名 Sildenafil Tadalafil 

建議劑量 25-100 mg，事前 1 小時 
10-20 mg，事前 30 分鐘 
(不建議每日使用) 

劑量調整 
嚴重腎功能不佳(Clcr <30%)及嚴

重肝受損病患→ 25mg，事前 1 小

時。 

輕微及中度腎功能損害的

病人，不需要調整劑量。 

作用接受器 PDE 5&6 PDE 5&11 
作用時間 4 hrs 24 - 36hrs 
肝代謝 CYP 3A4 (主要), CYP2C9 CYP3A4 (主要) 
半衰期 3-4 hrs 17.5 hrs 

副作用 

1. 頭痛：11-16 % 
2. 消化不良：4-8.5 %  
3. 潮紅：4-10 %  
4. 暫時性視覺模糊(抑制 PDE 6 

的作用) 

1. 頭痛：13-16 %  
2. 消化不良：2-8 %  
3. 背痛、肌痛(抑制 PDE 11

的作用) 

禁忌症 
1. 對 Viagra 過敏者 
2. 正在使用 Nitroglycerin 或其他

有機硝酸鹽 

1. 對 Cialis 過敏者 
2. 正在使用  Nitroglycerin 

或其他有機硝酸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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