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son’s Disease 威爾森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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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威爾森氏症是一種罕見的遺傳性疾病，主要是染

有一條有缺陷的基因，但不會發病也不需治療，通常

色體發生異常所造成的。也有人稱它為 copper storage

稱他們為 carriers)身上各遺傳到一條有缺陷的基因，

disease，它是一種人體內累積過多的銅所導致的疾

不分性別，每一胎皆有 1/4 的機率會罹患此症。而威

病。銅在許多食物裡都有，而人類所需要的銅並不多，

爾森氏症的患者就是 ATP7B 產生突變，當 ATP7B 發

所以當我們在飲食上攝取過多的銅時，第 13 對染色體

生異常時，銅堆積在肝臟無法排除，因而造成肝的損

上的基因 ATP7B 會產生銅的傳送蛋白，這個傳送蛋

害。等到時間久了，過多的銅就隨著血液流到全身，

白 會 使 得 銅 與 apoceruloplasmin 結 合 形 成

開始對其他的部位像是腎臟、血液、神經系統及精神

ceruloplasmin (藍胞漿素)，然後把過多的銅從肝臟移

方面造成傷害。

除。
大多數威爾森氏症患者屬於體染色體隱性遺傳，
通常沒有家族病史，也就是說患者會從父母親(身上只

二、臨床表徵
執、緊張。

威爾森氏症的發生機率大約是 1/30000，發生症
狀的年齡大多數介於 5~40 歲之間。而它所呈現的臨

銅離子濃度在 CSF 的濃度會比正常人高 3~4 倍，但在

床表徵包括了肝臟、神經、精神，還有其他方面。

接受治療後銅離子濃度會下降。

(1)在肝臟所可能呈現的有：慢性肝炎、肝指數異常、

眼部可能會有 Kayser-Fleischer rings(凱式環)的產生，
一圈棕色或灰綠色的環在角膜呈現，它所產生的顏色

急性肝衰竭等等。

主要是銅離子跟硫結合沉澱所生成。其他可能會產生

(2)在神經方面會呈現:Parkinsonian-like tremor、僵直、

的症狀還包括了心律不整、月經不規則、骨質疏鬆及

講話含糊不清、流口水、步伐笨拙。

胰臟炎等等。

(3)在精神方面 : 個性改變、學業成績退步、憂鬱、偏

三、診斷
在診斷方面，主要用於診斷是否為威爾森氏症的

提 高 專 一 性 ) 、 肝 組 織 切 片 及 Molecular Genetic

方法包括：Slit lamp examination 裂隙燈(用於檢測凱式

Testing。診斷並非只用其中一種檢測方式即可斷定為

環)、Serum aminotransferases、血清中的藍胞漿素濃

威爾森氏症患者，需要多種的檢驗才能確認診斷。圖

度、血清中的銅離子濃度、24 小時尿液中銅離子排除

一即為一般診斷時的流程。

量、Penicillamine challenge(用來輔助尿銅量的收集，

四、治療
而在治療方面主要分為藥物治療及飲食控制。藥

物治療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要先移除器官組織中
1

累積的銅離子；第二階段則是在移除累積的銅離子

種 : D-penicillamine 、 Trientine 及 Zinc。接下來就分

後，預防銅的再累積。而目前台灣所使用的藥物有三

別介紹這三種藥物：

【表一】威爾森氏症的臨床表徵
【圖一】Approach to diagnosis of Wilson disease (WD) in a patient with unexplained live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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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penicillamine:為一種螯合劑，它含有硫氫基可以跟

女，藥物是否會分泌至乳汁中目前還不明確。Trientine

體內的銅離子螯合，促進銅離子從尿液中的排除。另

的作用影響和 Penicillamine 大致相同，但所產生的副

外像風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的病人也會使

作用比 Penicillamine 少。本藥有可能造成缺鐵性貧

用此藥來治療。由於食物會降低 D-penicillamine 大約

血，所以需要監測鐵離子，若鐵離子缺乏需要補充鐵

50%的吸收率，所以此藥建議飯前一小時或飯後兩小

時，建議要與 Trientine 間隔開兩個小時。

時 服 用 。 而 劑 量 上 通 常 是 ㄧ 開 始 先 給 予 250~500

3.Zinc Acetate 會誘導 metallothionein(攜銅蛋白)

mg/day，服用 4~7 天，之後若有要調整劑量則可再增

與銅離子產生結合，而結合的銅離子會隨著正常腸細

加。此藥懷孕分級為 D 級，若是風濕性關節炎的孕婦，

胞的脫落而從糞便排除體外。給予劑量為 150 mg/day

不建議使用此藥；但對於威爾森氏症的病人，建議繼

分三次給予，而口服此藥一樣需要飯前一小時或飯後

續使用但需減低劑量，因為有研究指出若停止使用藥

兩小時使用。懷孕分級為 A 級，孕婦可以使用，但因

物，對病人的傷害會更嚴重，甚至可能造成死亡；而

Zinc 會分泌至乳汁中，所以哺乳婦女不建議使用。一

哺乳的婦女則不建議使用。由於副作用很多，且可能

般在使用此藥物前，患者應已經使用過螯合劑治療，

會加重病患神經方面的症狀，甚至可能產生新的神經

當患者臨床上的症狀呈現穩定後，就可以開始使用

方面症狀，導致約有 5%的病人停止服用此藥物。另

Zinc 當做維持治療。但在孕婦或使用 Penicillamine 後

外 Penicillamine 會影響 Pyridoxine(Vit B6)的生合成，

產生神經症狀惡化的病人可以當作第一線的治療藥

所 以 有 在 服用 此 藥 的 病患 須 要補 充 Pyridoxine 25

物。較常產生的副作用主要是腸胃不適。
4.威爾森氏症的病人另外還有一種治療方法，就

mg/day。
2.Trientine hydrochloride 也是螯合劑，它的結構中

是肝臟移植。通常肝臟移植只會用在急性肝衰竭或是

含有四個氮原子可以跟銅螯合，進而促進銅離子從尿

對藥物治療沒有反應的病人身上。產生急性肝衰竭的

液中的排除。一般給予劑量為 750~ 1500 mg/day 分 2~3

病人需要進行肝臟移植手術，而在一開始需要先快速

次給予，飯前一小時或飯後兩小時服用。懷孕分級為

的將血液中累積的銅移除，可使用血液透析、腹膜透

C 級，孕婦建議繼續使用但需減低劑量。對於哺乳婦

析或是血液置換術。

五、飲食上的建議
在飲食方面，病患每天所攝取的銅離子含量不得超過 1~2mg，飲用水的來源也須特別注意，像是山泉水之
類來源不明的都要盡量避免。
下表可提供病患飲食上參考:
食物類別

可經常食用

限量食用

忌食

主食類

白麵包 , 白飯 ,義大利麵 全麥麵包, 全麥餅乾, 馬鈴 扁豆, 栗, 大麥, 胚芽, 燕麥, 新鮮地瓜

(五榖根莖類)

條,冬粉, 米粉

薯, 南瓜

肉, 魚, 豆,

雞蛋, 雞肉, 牛肉,

火雞肉, 豬肉,

肝, 心, 腎, 腦, 牡蠣, 貝類, 蝦, 龍蝦,

蛋類

一般魚類

羊肉, 鴨肉, 鵝肉

蛤蜊, 螃蟹, 烏賊, 鮭魚, 黃豆粉, 豆製
品, 豆腐

蔬菜類

一般蔬菜

豆芽, 菠菜, 番茄汁及其製 菇類, 青豆
品, 花椰菜, 蘆筍, 豌豆

水果類

一般水果

芒果, 木瓜, 梨子, 鳳梨

油桃, 加工脫水水果, 葡萄乾, 蜜棗,
李子, 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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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類

奶油, 鮮奶油,乳瑪

花生醬, 橄欖

堅果, 核果, 種子類及其製成之油脂

琳, 美奶滋, 沙拉油
奶類

鮮奶, 起司, 優格, 冰淇

巧克力牛奶, 豆奶

淋
糖, 甜點類

果凍, 果醬,

糖漿

巧克力, 可可糖, 花生糖, 芝麻糖, 杏

一般糖果

仁糖

飲料類

咖啡, 茶, 果汁, 檸檬水 碳酸飲料

可可, 巧克力飲品, 礦泉水, 豆漿

其他

去離子水

酵母, 含銅的綜合維他命, 含酒精飲料

罐頭湯, 番茄醬

六、結論
長時間的，不能擅自停用藥物，且藥物治療加上平常

接受治療的病患通常需定期做理學檢查、

飲食的控制對疾病上的控制會有更好的效果。

slit-lamp examination(檢測凱式環)、肝功能、全血球
數、血清中藍胞漿素及血清中銅離子濃度的檢測以及
24 小時尿液中銅的排除量。威爾森氏症的治療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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