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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睪固酮(testosterone)是男性荷爾蒙(又稱雄激
素)當中產量最多、作用最強的賀爾蒙，在男性
和女性體內都會分泌，男性主要是由睪丸負責分

任何醫療人員發現懷疑因藥物
引起的不良反應時，請即通報
本院ADR小組。

泌，女性則由卵巢和腎上腺合成，其對於正常性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曾於2014/1/31

發育(sexual development)和維持人體許多器官正

發布公告[1]，將對睪固酮補充劑之心血管風險

常運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通常睪固酮分泌低

(例如：中風、心臟病發及死亡)進行安全性評

下的男性患者，可藉由睪固酮荷爾蒙替代療法

估，另外，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因陸續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來改善因缺乏睪固

接獲上市後通報關於民眾接受睪固酮補充劑後

酮而造成的不適症狀。

出現靜脈血栓(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
包括深層靜脈栓塞(deep vein thrombosis, DVT)

本期要目

及肺栓塞 (pulmonary embolism, PE)等問題，由
於睪固酮補充劑可能引起紅血球細胞異常增加
(polycythemia)易使得血液發生過於粘稠，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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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靜脈血栓，然而，這些案例多與紅血球細
胞異常增加沒有關聯，因此於103年6月發出安
全性警訊[2]，提醒醫療人員及民眾無論紅血球
細胞是否異常增生，接受睪固酮補充劑的患者
都要特別注意靜脈血栓(VTE)問題。歐洲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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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劑可能會增加心肌梗塞的風險之

2014/11/21公告相關評估結果[5, 6]，經分

相關警訊[3]，加拿大衛生部則於2014/7/15

析現有之試驗數據及上市後之安全性相

完成睪固酮補充劑的安全性評估[4]，發現

關資料，發現並未有一致的證據可確認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使用睪固酮補充劑與

睪固酮用於性腺功能低下的男性會提高

嚴重且可能危及生命的心臟及血管問題

其心臟方面問題之風險。因此，透過此

（例如：心臟病發作、中風、肺或腿部栓

篇追蹤國外法規單位發布相關之安全訊

塞及心跳增加或不規則）有關；然而，藥

息並就現有文獻證據，深入地了解睪固

物安全風險評估委員會(PRAC)與歐盟協調

酮補充劑之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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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CMDh)分別於2014/10/10和

二、疾病介紹與藥物治療
一般而言，男性血中睪固酮含量之正

hypogonadism) ；繼發性性腺機能不足又

常標準濃度值為：300-1,100 ng/dL。根據

稱為下視丘-腦下腺缺損，當同時出現睪

台灣男性學醫學會的統計，約有27%的台

固酮與促性腺激素濃度低時，可診斷續

灣中老年男性，有睪固酮過低的情形。約

發性性腺機能低下(secondary

三分之一的男性過了五十歲之後，以每年

hypogonadism)，後天性造成睪丸缺損的

1-2%的速率慢慢降低，漸漸開始出現睪固

成因有可能為病毒性睪丸炎、創傷、放

酮低下的(Hypogonadism)的情況，但是對

射線、藥物(spironolactone, alcohol,

於這群健康中老年男性，並不涵蓋在睪固

ketoconazole, cyclophosphamide)、環境毒

酮補充之適應症範圍內，唯有正確診斷確

素、自體免疫、肝腎疾病、雄性激素抗

認為男性荷爾蒙低下症之後才能給予最恰

性等等。

當的治療，診斷條件症必須符合下列2項：

含睪固酮成分補充劑僅核准用於經

(1)血中睪固酮濃度測量結果必須低於正常

臨床徵象及實驗室檢驗確認因睪固酮缺

值(小於300 ng/dL)，(2)病患必須診斷有相

乏之男性生殖腺功能不足症

關的症狀，醫師會先進行病史問診、臨床

(Hypogonadism)的替代治療、男性機能減

症狀評估、理學檢查以及抽血檢查，確定

退、男性更年期障礙等問題之用途，睪

是符合睪固酮缺乏之症候且血中睪固酮濃

固酮的分泌量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減

度不足，才會建議荷爾蒙補充治療。

少，當下降到正常值以下從腦部、骨骼、

男性賀爾蒙不足的原因大致可分為原

肌肉、皮膚到內分泌系統都可能受到影

發性與繼發性兩大類[7]。前者可能為先天

響，可能出現的徵候和症狀為性發育不

性睪丸發育不完全或構造缺損，當出現睪

完全、性功能下降、不孕、疲勞、心情

固酮濃度低與促性腺激素濃度高時，可診

憂鬱、肌肉質量和力量減少、貧血、體

斷原發性性腺機能不足(primary

脂肪增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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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睪固酮製劑介紹
目前台灣核准含有睪固酮成份藥物之

[11]，其利用睪固酮加上11個碳的脂肪酸，

可以經腸道進入淋巴系統吸收，因此有部

劑型包括口服錠劑(膠囊)、注射針劑、外

分可避免肝臟所進行的首渡代謝去活性作

用塗抹軟膏、凝膠或溶液。目前皆不屬於

用(first-pass inactivation)。

健保給付範圍，病患必須自費負擔。

另外較新的劑型是經皮膚給予的睪固

睪固酮補充治療最傳統方式是肌肉注

酮，Androgel® 凝膠[12]每天塗抹一次於相

射給予庚酸睪固酮(testosterone enanthate)[8]

同時間使用5毫克，於早晨塗抹於無傷口

或環戊丙酸睪固酮(testosterone

肩部、手臂和/或腹部，不可以直接塗抹於

cypionate)[9]，施打劑量依個別血中睪丸脂

生殖器。

酮的濃度、年齡及體重而有所差異，施打

在開始補充睪固酮前，患者必須接受

時間從每3~6週一次至每月一次不等，藥

詳細的檢查以排除可能原先存在(pre-

效可維持2~4週； 另有一種更長效型針劑

existing)的前列腺癌的風險，且必須按照

(十一酸睪固酮，testosterone

建議方法(直腸指診和評估血清攝護腺特定

undecanoate)[10]，成人每次注射1,000 mg/

抗原指數(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以

一安瓿，每三個月注射一次即可，在注射

定期監測前列腺和乳房狀況，一般而言，

後約7天濃度會到達尖峰，藥效可以持續

至少每年檢查一次，而老年人或高風險患

10週，不會有肝臟首渡效應。

者(有臨床上考量或家庭因素)，則每年檢

現有的口服劑型主要含有甲基睪固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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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兩次，長期接受睪固酮補充療法的病患

單方成份或結合雌激素的複方錠劑(膠囊)，

除了定期檢查睪固酮濃度外，亦必須定期

口服須特別注意甲基睪固酮成份長期使用

檢查血紅蛋白、血球容積比，和肝功能等

高劑量可能會產生肝毒性的問題。Andriol

參數值的變化[13]。

Testocaps® 為現有十一酸睪固酮口服膠囊

三、探討藥物安全性疑慮
由於最新發布的一篇研究[14]指出65歲

開始針對所有含testosterone成分藥品之效

以上男性，以及原先存在(pre-existing)心

益與風險進行全面性的審查[15]。美國FDA

臟疾病的年輕男性使用睪固酮補充劑會增

則因2013年發表於美國醫學協會期刊之退

加發生心肌梗塞(心臟發作)的風險，即對

伍軍人健康照護研究[16] (Veterans Health

於所有接受睪固酮補充劑者，其相對風險

Care Study)開始重新評估其心血管相關之

比值(Rate ratio, RR)為1.36, 95%信賴區間

安全性，此研究亦表明具有原先存在心臟

=1.3~181；在大於65歲男性其相對風險比

疾病的男性接受睪固酮補充劑相較於沒有

值為2.19, 95%信賴區間=1.27~3.77，故歐

接受者，發生中風、心臟病發作和死亡增

洲藥品管理局(EMA)於2014年04月11日

加30%的風險(Hazard ratio=1.29,

3

95%信賴區間=1.04~1.58)。近期2013年生

顯示27個試驗間之異質性為7.8% ，

物醫學期刊(BioMed Central)發表一篇回

p=0.3484，統合結果為睪固酮補充劑的使

顧性統合分析[17]，納入27個試驗(共2,994

用者罹患心血管方面嚴重不良反應之風險

位男性)，試驗主要終點為心血管複合事

的機率高於非使用者，勝算比(Odds ratio,

件(composite cardiovascular events)，嚴重

OR)為1.54, 95%信賴區間= 1.09~ 2.18。

心血管事件定義為因心肌梗塞、不穩定

然而，其他研究結果未能提供睪固

心絞痛、冠狀動脈再生術、冠狀動脈疾

酮補充劑會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之相關性

病、心律不整、短暫性腦缺血發作、中

證據，Baillargeon J等人發表之9年觀察性

風或鬱血性心臟衰竭等疾病，不包括深

研究[18]，發現睪固酮補充劑的使用與增

層靜脈栓塞，而導致死亡、危及生命或

加心肌梗塞風險並無相關性(Hazard

住院，涉及永久性傷害或需醫療介入治

ratio=0.84, 95%信賴區間=0.69~1.02)。

療。由漏斗圖(圖一)的左半邊可以看到許

Robert Tan等人的研究結果[19]顯示較低發

多篇小型研究結果認為睪固酮補充劑可

生心肌梗塞和中風風險(心肌梗塞相對風

以降低心血管相關事件，然而並無相似

險比值為0.14 , 95%信賴區間=0.098 to

的小型研究認為睪固酮補充劑會增加心

0.211, p<0.0001；中風相對風險比值為

血管相關事件，可能存在一些發表性偏

0.107 , 95%信賴區間= 0.06 to 0.21,

差(publication bias)的問題。此統合分析

p<0.0001)。Corona G等人發表之系統性

之研究間的異質性(I2)＜30%，以固定效

回顧研究[20]並不支持睪固酮補充劑的使

應 (fixed-effect) 模式分析，森林圖(圖二)

用與心血管不良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

圖一、漏斗圖-檢定安慰劑對照、
隨機分配試驗分布情形(關於睪
固酮補充劑與心血關相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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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森林圖-觀察安慰劑對照、隨機分配試驗統合結果(關於睪固酮補充劑與心血關相
關事件)

四、結論
關於睪固酮補充劑是否會造成心血

因醫療相關狀況(例如遺傳疾病或腫瘤)導

管方面嚴重不良反應之風險，經評估現

致睪丸功能受損之男性使用，並限制睪固

有的文獻證據後，發現未有一致的證據

酮製劑不能用於年齡相關的睪固酮低下

可確認睪固酮用於性腺機能低下的男性

(age-related low testosterone)，另建議藥廠

會提高其心臟方面問題之風險，但仍然

進行安全性研究，以評估睪固酮對於年紀

認為睪固酮補充劑的好處大於其風險，

增加而導致睪固酮分泌減少之男性造成心

並建議要求醫療人員必須確認患者的實

血管的風險。

驗室檢驗數值證明體內睪固酮濃度低於

待目前正在進行的睪固酮製劑與心血

正常值，且確定患者有出現睪固酮低下

管風險之安全性研究完成後，提供我們未

之相關徵候和症狀，才能給予睪固酮製

來使用睪固酮製劑的效益風險評估，並且

劑治療。

持續地監視其用藥安全。

美國FDA認為睪固酮製劑應保留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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