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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經性厭食症是ㄧ種具有危險性的疾病，起因於心智功能障礙。其所表現出
的特徵在生理上是體重過輕以及在心理上對於身體外型有認知扭曲的性格。神經
性厭食症與ㄧ系列的精神性症狀有關聯性，包含憂鬱、焦慮、強迫症與習慣性行
為。這ㄧ些合併性症狀的產生使得神經性厭食症的治療成為一大挑戰。臨床上使
用許多抗精神病藥物來治療神經性厭食症卻都沒有顯示出具體的意義。學者們研
究了某些類別的藥物來治療體重過輕的患者，但是都沒有獲得具體的助益。在這
篇文章中作者收集了一些有關以藥物治療神經性厭食症的資訊，提出ㄧ些曾經使
用過而有理論基礎的藥物療法以及對建議治療策略作ㄧ些結論，再提出一些對於
這個難解的疾病未來可以努力、研究的方向。
前言﹕
神經性厭食症是一種威脅生命的疾病，患者的體重過輕、月經可能停止、對
於體重和身型有認知障礙。神經性厭食症是女性精神障礙中主要導致死亡的原
因，死亡率在 10 年之內達到 5%。神經性厭食症與ㄧ系列心裡狀態有關，包含憂
鬱、焦慮、強迫症與習慣性行為。藥物的介入對神經性厭食症所呈現出的ㄧ些合
併性症狀有所改善。雖然至今臨床受試者的數目有限，但對於這些意義不明確或
許沒有意義的研究成果仍是值得留意的。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回顧了一些使用過
的藥物治療方式以及提供一些關於藥物對這個疾病治療作用相關的理論。
用藥評估﹕
壹、抗精神病藥物
Dally&Sargant 二人是最早有系統的研究神經性厭食症的藥物治療。以
30 位病患每日服用 1600mg chlorpromazine 為實驗組與另予 27 人服用安慰劑
作對照試驗，比較患者體重增加的比率。實驗組體重上升速度較快、清除速
度也較快，但顯然實驗組表現出較多副作用包含癲癇。作者發現實驗組有
45%會執行清除行為而對照組有 12%也會執行清除行為，但在長期的追蹤之
下兩組的平均體重並沒有明顯的不同。
抗精神病藥物對於神經性厭食症的治療自 Dally 和 Sargent`s 的研究之後
20 年之間都沒有進一步再被研究。Vandereycken 和 Pierloot 作了 pimozide
的 一組實驗。把 17 位住院患者分成兩組﹕A 組 8 個人先服用 pimozide
4~6mg/day 持續三週再服用安慰劑三週；B 組 9 個人先服用安慰劑三週再服
用 pimozide 4~6mg/day 三週，研究者發現 A 組的每日平均體重比 B 組高
(P=0.07)，但患者的飽足感、進食態度並沒有明顯差別。以相同的實驗組別

和實驗方式作 sulpiride 研究，結果顯示患者的體重增加率及進食態度與行為
並沒有不同。
案例報告描述了 olanzapine 對於神經性厭食症的治療，在所有的個案當
中具有有效以及持續性的體重增加以及一些精神症狀的改善，這些結果令人
感到很有趣，特別是因為這些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如 olanzapine 的副作用較
傳統抗精神病藥物少。一項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 的實驗成果其可信度使
olanzapine 在治療神經性厭食症具有重要的關鍵性。
總結，使用抗精神病藥物來治療神經性厭食症的 controlled study 數目並
不多，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持續支持這項治療成果。基於抗精神病藥物的潛
在副作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並不用來作為神經性厭食症的標準治療準
則。但從 olanzapine 的研究成果顯示使用較新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神
經性厭食症仍是重要的發現。
貳、抗憂鬱藥物
抗憂鬱藥物的 control trial 也同樣令人感到失望。Crisp 和 Lacey 試驗了
clomipramine 使體重上升的比率。有 8 位患者每日服用 50mg clomipramine
食慾明顯增加，但與服用安慰劑者比較服藥者的體重增加較慢，然而長期追
蹤一年之後則兩組間沒有明顯的差異。
Biederman et al.作了一個 amitryptyline 的 double-blind & placebo control
trial， 25 位試驗者分 2 組 11 位服用 amitryptyline 及 14 位服用 placebo，另
18 位拒絕服用任何藥物者成為另一對照組。雖然無法計算拒絕服藥者的比
率多高，作者發現三組試驗中受試者情緒、體重增加及對身體外型的認知上
都沒有明顯差別，但是服用藥物組所表現出的副作用較多。
Halmi et al.對於 amirtyptyline 與 placebo 及 cyproheptadine (serotonin
antagonist) 的試驗感到興趣，然而 amitryptyline 對神經性厭食症似乎沒有什
麼實質的益處。一項分析顯示服用 amitryptyline 比其他 2 組明顯降低達到標
地體重的住院天數。其結果如下:
Amitryptyline(32+17 day)
Cyproheptadine(36+20 day)
Placebo (45+18 day)
自從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 的發現，由於 SSRIs
比傳統的抗憂鬱藥物副作用小，臨床試驗傾向將 SSRIs 作為抗憂鬱的首選
治療。最初以 SSRIs 治療神經性厭食症是基於好奇心產生的一項有趣的試
驗，作者認為 SSRIs 可能對神經性厭食症有所幫助。以 Fluoxetine 試驗結果
可以有效改善 bulimia nervosa，然而一項 control-trial 顯示唯一被用來研究
的 SSRI(Fluoxetine)與 placebo 比較，對於體重過輕的神經性厭食症患並沒有
實質的效用。

Attia et al 研究 31 位神經性厭食症患者，一組服用 60mg Fluoxetine 而
另一組服用 placebo 持續 7 週直到患者體重回到標準，結果顯示兩組受試者
住院期間的體重、情緒、飲食態度和強迫性行為表現沒有明顯的差異。 這
項試驗 Strober et al.作一項 open clinical trial，以 33 位神經性厭食症住院患
者服用 Fluoxetine 治療 9 個月與另一組未服用過 fluoxetine 的患者作對照試
驗。研究最終結果在飲食相關障礙、維持體重以及在對身型的認知與行為上
沒有持續的改善效益。
總結，當抗憂鬱藥物對神經性厭食症患沒有實質的幫助之下，研究者轉
而朝向飢餓狀態及神經傳遞物質障礙的改善來著手使體重回復。Kaye et al.
研究神經性厭食症女性患者服用 Fluoxetine 後體重回復情形，並提出
Fluoxetine 對於使患者體重不至於降低而維持在正常體重有所幫助。在一項
初步的 open-trial，31 位女性服用 fluoxetine 並追蹤短期內體重回復狀況，經
過(11+6 months) 的評估，有 29 位維持在 BMI>85%的理想體重。在經過明
確體重回復之後，Kaye`s 研究團隊進行一項隨機、雙盲 control trial 使患者
服用 fluoxetine or placebo 1 年後發現服用藥物患者較服用 placebo 患者較易
維持在標準體重。
叁、促進胃腸排空的藥物
神經性厭食症患者經常抱怨具有飽足感，然而生理、心裡因素或認知障
礙都會影響神經性厭食症患對飽足感的認知，研究者發現神經性厭食症患者
的胃腸蠕動性的確不佳。Cholinergic & dopaminergic 藥物可以增加胃腸的蠕
動性，使神經性厭食症患者順利進食，metoclopramide、bethanechol、cisapride
and domperidone 都曾經被研究過。
唯一被研究過的 Pro-kinetic 是 5-HT3 antagonist/5-HT4 agonist，
cisapride。Stacher et al.隨機取 12 位門診病患服用
A 組 6 人服用 cisapride 10mg Tid 6weeks ｝再服用 cisapride 6 weeks
B 組 6 人服用 placebo Tid 6weeks
｝再服用 cisapride 6 weeks
結果 A 組 6/6 增加胃腸蠕動的速率
5/6 體重增加
4/6 飽足感降低
B 組 2/6 增加胃腸蠕動的速率
4/6 體重增加
1/6 飽足感降低
因此 cisapride 對體重增加作用微小，但對於自體飽足感有所改善。Szmukler
et al.作了一個較多受試者的試驗，使 29 位患者服用 cisapride or placeboru,
結果兩組受試者在促進胃腸排空時間、增加體重、降低飽足感的徵狀上沒有
太大的差別。最近有關 cisapride 引起相關心臟傳導作用包含 QT-interval 的
延長，使 cisapride 退出市場的利用性，且 cisapride 增進胃腸蠕動性效果對
神經性厭食症的患者來說並不如預期。

肆、嗎啡拮抗劑
飲食失調和物質濫用之間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被關注。患者常會有一些
習慣性行為如貪食、清除、過度運動以及飢餓感。動物實驗證實嗎啡生肽此
內生性物質會幫助腦部調節食慾和進食行為。有許多研究表示神經性厭食症
患者腦中的 opioid 內生性物質失調。曾嘗試以 opiate 結抗劑試驗以 naloxone
infusion 及口服 naltrexone， 結果體重過輕之神經性厭食症患者體重有上升
的趨勢。Marrazzi et al.嘗試以 naltrexone 100mg bid 對神經性厭食症患者及
貪食症患者作一項試驗，但其體重增加的總量與速率並未被分析。 然而這
群受試者與服用安慰劑患者比較之下前者的貪食和清除行為都有所改善。
伍、Cyproheptadine 藥物
其他可引起食慾和體重增加的藥物也曾嘗試用在神經性厭食症的治療
上。Cyproheptadine，一個 serotonin antagonist 主要是抗過敏作用也與體重增
加有相關聯性。Vigersky 和 Loriaux16 進行一項試驗給 24 位患者服用
cyproheptadine 12mg/day 或服用安慰劑試驗。Halmi et al.以 cyproheptadine
32mg/day 與 amitryptyline 和安慰劑作對照試驗，結果在體重增加率上也沒
有明顯的差異。然而作者描述了進食型態和藥物反應之間的關聯性，限制飲
食亞型者服用 cyproheptadine 則體重上升較快； 然而清除亞型者體重上升
較慢。這些結果顯示限制飲食行為與 hyper-serotonergic 有關，對於
anti-serotonergic 藥物有所反應，可以進一步研究和觀察。
陸、Lithium:
Lithium 也曾被單獨用於神經性厭食症的治療上，然而受試者的數目很
少(N=16)在四週的研究期間之後二週服用藥物者比服用安慰劑者體重有上
升趨勢，如果進一步增加受試者數目並延長研究期間則結果是令人指日可待
的。
柒、Estrogen 與神經性厭食症患的關係
Estrogen 取代療法在停經婦女預防骨質疏鬆上有顯著的實用性。一項臨
床試驗以 48 位神經性厭食症患者參與 estrogen & progestin 取代療法與安慰
劑作對照試驗，有 44 位完成試驗其中 19 位接受 hormone therapy 和 25 位接
受安慰劑試驗，結果在臨床變異、生化數值、骨密度每 6 個月監測一次為期
一年半時間，兩組在骨密度數值上沒有明顯差異，但服用安慰劑者骨質量仍
有 19.3%隨著經期流失，顯示出 hormone 的補充對 AN 患者來說還是有幫助
的。
捌、生物機轉在神經性厭食症患者進食中扮演的角色
藥物的治療使體重增加在目前的階段是沒有實質的助益的，但陸續發
表出的研究成果能是值得注意的。在持續搜尋治療藥物之外值得研究的是生

物機轉在神經性厭食症患者進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這樣的角色對藥物作用
的影響。進食行為受到中樞和周邊多種 hormone 和 peptide 的相互影響，關
鍵的 neuro endocrine 包括 insulin、leptin、neuropeptide Y、corticotropin release
hormone、glucocorticoids，其他 neurochemicals 包含調節餵食行為及飽足感
信號的神經傳遞物質，當中又以 serotonin 被研究最多有一些研究表示這些
neurochemicals 可能是影響藥物治療效果的因素之一。
neuropeptide Y (NPY) 一種 36 個胺基酸之 peptide，用在促進進食特別是碳
水化合物的代謝上，限制 caloric 會使 NPY 釋放而刺激進食並限制自主神經
的輸出，降低能量的消耗。在神經性厭食症患者 CSF 中的 NPY 是增加的，
直到長時間體重回復之後才下降。Leptin 是最近發現存在 ob-gene 的蛋白質
與 NPY 一起控制飲食行為。NPY 促進卡洛里的攝取而 leptin 限制卡洛里的
攝取，leptin 是由脂肪細胞所製造其產量與體內脂肪量成正比。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CRH) 和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 在能
量的調節上扮演一個平衡角色，飢餓時活化 HPA 血清中 glucocorticoid 上
升，神經性厭食症患者以及在高度壓力或急性病痛之下 CRH level 上升。
Serotonergic system 對神經性厭食症患者來說最重要，與一般健康的成人比
較神經性厭食症患者體內與 serotonin system 相關的反應較不良。根據 Kaye
et al.的研究神經性厭食症患者 CSF 中 5-HIAA (代謝 serotonin 的物質) 較一
般人少，但一般人如果經由體重控制或限制卡洛里的攝取則體內製造
serotonin 的前驅物色胺酸也會降低。Kaye et al.提出神經性厭食症患者因
serotonin 機制的活化使體重降低。Kaye et al.認為神經性厭食症患者
anxiety、rigidity、obsessionality 的產生與 serotonin activity 過度活化也有關
係。討論 Kaye et al.的研究介入任何的生理表現與後續的飢餓和進食過程有
相關性。體重過輕患者體內 serotonin 濃度過低所以對藥物的反應不佳，例
如 Prozac 一個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但因 serotonin 受質本身就不足所
以藥物回收受阻無法提升 serotonin 的量使藥物無法發揮治療效果。
總結﹕
神經性厭食症的治療對臨床上是一大挑戰，其所伴隨的一些相關症狀包含
憂鬱、強迫性行為及食慾不良等等相關症狀可以相關藥物緩解；而其對於藥物的
反應不佳可能與 Neurochemical 有關；強迫進食與體重的維持是治療神經性厭食
症的首要原則。藥物的治療主要用來改善體重回復患者伴隨的症狀進一步的體重
控制與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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