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的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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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妊娠期的藥物使用是需要很小心謹慎

所獲得的，因此大部份的藥廠建議妊娠期不建

的，因為在妊娠期間的生理變化可能會影響到

議使用藥物，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對於

藥物在體內的吸收、分佈、代謝以及排泄等性

妊娠期間的用藥分級的資料來源是有限的，我

質，某些藥物可能會被胎兒所吸收因而造成胎

們經常會看見這樣的警告「在妊娠中不建議使

兒的傷害，因此研究妊娠期的用藥安全是一項

用，除非證明對胎兒的好處多於壞處」
。因此，

重要的任務。

我們需要瞭解妊娠期間的生理變化及胎盤功

妊娠期間的藥物使用最早受到關注是在

能的變化，進而瞭解妊娠期婦女的藥物使用基

一九六 O 年代 Thalidomide 的危機事件，當時

本原則，幫助醫療人員瞭解藥物對胎兒的影

引 起極大 的震 撼，在 一九 七一年 又發 現到

響，以便對妊娠期的病人作良好的衛教。

diethystilbesterol (DES) 的 使 用 與 致 畸 胎 有

1991 年世界衛生組織 (WHO) 做了一項

關 ，這些 事件 導致美 國食 品和藥 物管 理局

國際調查結果發現，86%的女性在懷孕期間使

（FDA）嚴格規定藥物在上市前必須針對孕婦

用藥物，平均處方次數為 2.9 次，這個統計數

使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作安全性標示，但是臨

字還不包括自行購買非處方藥物（OTC）或草

床上研究妊娠期的藥物使用有其困難性，因為

藥製劑的使用。1999 年歐洲的四個國家特別

基於人道考量，不鼓勵對孕婦用藥作研究，擔

針對懷孕婦女作了一項研究，報告中指出有

心藥物的使用導致妊娠的胎兒受到傷害和死

22.5~50.3%的懷孕婦女在妊娠初期至少使用

亡，因此妊娠期用藥安全資訊的獲取大部份是

一種藥物，其中不包括妊娠的的維生素和礦物

來自於病例報告、流行病學的研究和動物研究

質。

二、妊娠期的生理變化
懷孕婦女在妊娠期間的生理變化是很獨

一般情況下胎兒蛋白對藥物的結合速度是比

特的，會隨著藥物的蛋白結合力、離子化、脂

母體蛋白的結合速度慢，孕婦的血漿白蛋白濃

溶性、分子量大小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影響，在

度會隨著妊娠期的增加而逐漸降低，而胎兒的

妊娠情況下，一名女子的血漿量大約會增加

血漿白蛋白濃度則逐漸增加，因此，不同的妊

30~50 個百分比，心輸出量和腎小球過濾率也

娠階段有不同的血漿白蛋白濃度，但是只有蛋

會增加類似的比例，這些生理變化可能會導致

白未鍵結的藥物（unbound drugs）可以穿透胎

某些藥物加速排除（特別是腎排除的藥物），

盤，因此，蛋白鍵結低的藥物，例如 Digoxin

造成藥物的濃度降低，而無法達到有效的治療

或 Ampicillin 則有較高的濃度會被胎兒吸收。

濃度。懷孕期間身體脂肪的增加，會增加脂溶

懷孕婦女由於黃體素的影響，可能會加速胃排

性藥物的體積分佈，而高脂溶性藥物可快速通

空因而造成藥物吸收減少，尤其是在妊娠第三

過細胞膜傳遞給胎盤，例如抗生素和鴉片類。

期，因此某些藥品對孕婦來說針劑是較佳的選

擇。另外，妊娠嘔吐也會影響到藥物的吸收，

改變肝臟酵素，因而減少某些藥物如

由於孕婦的胃 PH 值會上升，因而影響到弱酸

Chloramphenicol、Cimetidine 等的排除，造成

性及弱鹼性藥物的吸收。雌性素和黃體素還會

藥物的蓄積。

三、藥物對胎兒的影響
胎兒的 PH 值通常比孕婦的 PH 值稍低，

胎兒的血中濃度可能大於孕婦血中濃度，但是

所以弱鹼性的藥物如碳酸氫鈉更容易穿透胎

大多數藥物在胎兒血中濃度往往是孕婦血中

盤到達胎兒。懷孕期間常會使用的制酸劑及營

濃度的 50%到 100%。值得注意的是受孕後八

養補充劑例如維生素和鐵，可能導致和某些藥

週 以 內 是 最 容 易 造 成 重 大 畸 形 的 時 期 (例

物的鍵結而降低藥物活性。肌肉注射劑型的藥

如，肢體畸形、颚裂、心臟異常），而到達胎

物則由於母體的血流循環增加而使藥物的作

兒的藥物種類和劑量則是影響畸形的重要因

用和吸收速度加快，但是如果肌肉注射藥物的

素。

作用位置在下肢，則血流循環較緩慢，藥物的

某些藥物在懷孕的任何時期是絕對禁

吸收會降低。大部份藥物從母體循環藉由擴散

忌 ， 例 如 治 療 痤 瘡 的 藥 物 Isotretinoin

作用轉移至胎兒循環，分子量大的藥物(>1000

(Roaccutane) 可能生出先天性缺陷胎兒或
流

g/mol)則大部份無法穿過胎盤，例如 Heparin

產的危險性。血管收縮素轉化
酶抑制劑

和胰島素。

（ACEI）與血管張力素受器阻斷劑（ARB）

懷孕第三期時，由於孕婦和胎盤的血流量

在懷孕第二、三期可能造成胎兒在子宮內的生

增加，胎盤的厚度變薄且表面積增加，經胎盤

長抑制、羊水減少和胎兒腎缺陷。其他藥物包

轉移至胎兒的藥物也會增加，有些藥品到達

括 Warfarin、口服降血糖藥物也應儘量避免。

四、妊娠期的藥物安全分級
雖然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對於妊

由於臨床上研究藥物使用在妊娠期有其困難

娠期間的用藥分級的資料是有限的，但是它們

性，不管是何種藥物，即使是 A、B、C 級的

回顧相關文獻，將各種藥物分為 A、B、C、D、

藥物，在胎兒發展關鍵期時，如果孕婦病情不

X 等五級，提供醫師開方時的參考，有些評論

嚴重，應避免服用任何藥物仍是比較安全的作

家 批評， 過度 的依賴 美國 食品藥 物管 理局

法。而 D、X 級的藥物雖然危險，但是如果過

(FDA) 的懷孕分級，可能造成孕婦產生對藥物

了關鍵期，經過醫師評估後有使用的必要時，

不必要的憂慮，可能導致不必要的妊娠終止。

也可以使用。

一般來說，A、B 級是屬於對胎兒比較安全的

以下是懷孕分級 A、B、C、D、X 等五級的定

藥物，醫師可以優先選擇此類藥物。在懷孕的

義說明：

過程中，懷孕第一期（懷孕三個月內）是胎兒

A 級：沒有致畸形之慮，為安全的藥物，在人

器官分化發展的關鍵期，如果孕婦在此時服用

體已做過對照組研究，這類藥物對胎兒

藥物，對胎兒造成危害的風險比較大。此外，

傷害的可能性最微小，維他命即屬此

類。

D 級：經由人體實驗或觀察，發現會增加胎兒

B 級：動物實驗中，並不影響動物胎兒，但沒

異常的危險性。除非有其必要時（孕婦

有足夠的人體實驗證據；或是動物實驗

病情嚴重）才能使用，例如抗癲癇藥物

中，對動物胎兒有不良影響，但人體實

Carbamazepine 及 Phenytoin。

驗並無法證實對胎兒有害。這類藥品對

X 級：在動物或人體實驗中，明確發現造成胎

胎兒還算安全。許多常用藥物即屬此

兒異常的證據。準備懷孕或懷孕婦女禁

類，例如乙醯胺酚（Acetaminophen）。

止使用，如治療青春痘藥物 A 酸

C 級：動物實驗會影響動物胎兒，但沒有進行

（ Isotretinoin ） 、 沙 利 竇 邁

人體實驗；或是沒有進行動物及人體實

（Thalidomide）
、Statin 類降膽固醇藥物

驗。這類藥品必須經過醫師審慎評估優

等。

缺點後，才能使用。某些抗精神症狀藥
物如 Lorazepam、Haloperidol，在使用上
就要小心諮詢。

【表一】為常見的妊娠期不建議使用的藥物

五、結論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已經建立的妊

性（像是罹患癲癇、甲狀腺疾病、氣喘、慢性

娠期用藥分級資料提供臨床醫師在妊娠期間

高血壓等），因為需要長期服用藥物，最好在

的用藥參考，由於資料來源是有限的，因此妊

準備懷孕時提早諮詢醫師。其他非藥物治療包

娠期藥物使用的最好方式就是，選擇對胎兒較

括熱敷或冷敷、運動、飲食、放鬆或按摩等方

沒有傷害的藥物，使用最低的劑量及最短期的

式。導致胎兒畸形的風險並非只限於藥物的使

治療，由醫師評估各種治療藥物的利與弊，不

用，暴露于輻射、酒精、菸草或毒素環境暴露

可以自行服藥，才能避免因藥物而導致胎兒畸

也會影響胎兒。

形的危險。至於罹患慢性疾病或特殊疾病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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