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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抗藥性的問題一直是使用抗生素的重要課題，隨著具有多重抗藥性的菌種持續
漫延，新型抗生素的發展也不斷地問世。Daptomycin是新一類型的抗生素，在1980
年代早期即開始發展，原本其學名為Deptomycin[1]，但由於考慮可能其他相似名稱
藥品產生混淆(例如Streptomycin)，才改為Daptomycin；其結構屬於環脂肽類(cyclic
lipopeptide)，在2003年9月由美國FDA核准上市。本院於2008年6月引進使用，衛生
署核准的適應症為治療革蘭氏陽性菌所造成的複雜性皮膚和皮膚結構感染
(complicated skin and skin structure infections, cSSSIs)、金黃色葡萄球菌引起的菌血
症，包括MSSA和MRSA之心內膜炎(staphylococcus aureus bacteremia including
methicillin-susceptible and methicillin-resistant right-sided endocarditis)；截至2008年6
月止，健保並未核准給付，需自費使用(本院目前自費價350mg/vial約台幣2833元)。

二、化學特性與藥理作用機轉
Daptomycin 化學名為 N-decanoyl-L-tryptophyl-L-asparaginyl-L-aspartyl-Lthreonylglycyl-L-ornithyl-L-aspartyl-D-alanyl-L-aspartylglycyl-D-seryl-threo-3-methyl
-L-glutamyl-3-anthraniloyl-L-alanine ε
1-lactone，是一個含有 13 個 A.A 的半合成抗
生素，化學式為 C72H101N17O26，分子量為 1620.67，其結構式如圖一所示[1]。
Daptomycin 的作用機轉與一般抗生素有所不同，其作用方式主要可分成三個步
驟(如圖二所示)，首先將親脂性的尾端結合到細菌的細胞膜，破壞細胞膜的功能，
包括胜聚醣(peptidoglycan)與脂磷壁酸(lipoteichoicacid)的合成，並產生離子通道，
改變細胞膜電位造成細胞內的鉀離子流出，進而導致細菌蛋白質、DNA、RNA 的
合成受到抑制，最後導致細胞死亡[2]。

三、藥物動力學特性
靜脈注射分別投予 daptomycin 4mg/kg 與 6mg/kg，一天一次，在第三天時的平
均藥物動力學參數[5]如下，最大血中濃度(Cmax)分別為 57.
8μg
/
mL、98.6μg
/
mL，
半衰期(t½) 分別為 8.1 小時與 8.9 小時，分佈體積(Vd)分別為 0.096L/kg 與
0.104L/kg，腎清除率(CL)分別為 8.3mL/h/kg 與 8.1mL/h/kg，24 小時的平均曲線下
面積(AUC24)分別為 494mg‧h/L 與 747mg‧h/L。(詳見 table III )。
Daptomycin與人血漿蛋白質結合具可逆性，主要是與血清中的白蛋白結合，且
結合能力與藥物濃度無關。Daptomycin的結合率約90至93%。

Daptomycin 不會抑制或誘導人類 cytochrome P450 isoform enzyme，如 1A2、
2A6、2C9、2C19、2D6、2E1 和 3A4，所以 daptomycin 不會抑制或誘導代謝與
cytochrome P 450 有關的藥物之代謝。Daptomycin 主要經由腎臟排泄，約 78%從尿
液中回收，約 5.7%從糞便回收。

四、治療效果
以金黃色葡萄球菌為例，根據研究顯示，在歐美，有超過 25%會產生 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2]；在台灣，則有超過 70%以上都會有抗藥性產生，
早期 MRSA 的治療是以 vancomycin 為首選，但是，隨著抗藥性的日趨嚴重，
VRSA(vancomycin-resistant S. aureus)、VRE(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陸續
產生，也加快了新型抗生素發展的腳步。根據上市前的研究，針對 daptomycin 與
vancomycin 及其他半合成 penicillin 類抗生素用在對抗各種革蘭氏陽性菌的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其抗菌效果是一樣有效的[4,5,6]。
目前 daptomycin 在臨床治療上的角色，應定位為後線使用之抗生素，適合當
vancomycin 治療失敗時使用，從(Table 1)可以明顯看出不管是革蘭氏陽性菌或是其
抗藥性菌種，其抑菌效果是非常明顯有效的。
Daptomycin 不建議用在肺炎的治療，原因是根據臨床實驗，在 740 個患有中度
到重度社區感染型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的病患做研究，其中 369 個
接受 daptomycin 治療，371 個接受 ceftriaxone 治療，實驗結果顯示 daptomycin 在
治療社區感染型肺炎的效果比 ceftriaxone 差，其治癒率分別是 daptomycin 79.4%，
ceftriaxone 87.9%。主要原因是因為 daptomycin 到達肺部支氣管肺泡內層與肺部柔
膜組織(lung parenchyma)的量少 ， 也有可能是因為藥物與肺部的表面張力素
(surfactant)結合，導致藥物在肺部的濃度低所致[6]。

五、用法用量
一、 皮膚和皮膚組織的複雜性感染
Cubicin一般投予劑量為每24小時給予4 mg/kg，連續治療7-14天；Cubicin以0.9%
氯化鈉靜脈注射液溶解後，每次靜脈注射需超過30分鐘。在第一期和第二期臨床試
驗中，發現daptomycin以一天超過一次方式比一天一次方式投予，較常發生血清肌
酸磷酸酶值上升。因此，Cubicin投予頻率一天不應多於一次。
二、 S. aureus 引起之血液感染(菌血症)包括由具methicillin 感受性及抗藥性菌株
造成之右側感染性心內膜炎
Cubicin一般投予劑量為每24小時給予6 mg/kg，連續治療2-6週；以0.9%氯化鈉
靜脈注射液溶解後，每次靜脈注射需超過30分鐘。
三、 腎功能不全

因為daptomycin主要是由腎臟清除，當病人的肌酸酐清除率<30mL/min時，包
括病人接受血液透析或持續的腹膜透析（CAPD），建議要調整劑量。當病患Clcr ≥
30 mL/min建議劑量為每24小時投予4 mg/kg(S. aureus引起之血液感染則為每24小
時投予6 mg/kg)；當Clcr <30 mL/min，包括血液透析或CAPD，建議劑量為每48小
時投予 4 mg/kg(S. aureus引起之血液感染則為每48小時投予6 mg/kg)。對腎功能不
全之病人，應更頻繁追蹤腎功能及血清肌酸磷酸酶(CPK)，Cubicin應儘可能於血液
透析後投予。

六、副作用與監測
使用daptomycin所產生的藥物不良反應大都屬於輕度到中度的，而且在停藥後都
會恢復。較常見的副作用有下列幾項：
1.免疫系統異常：過敏性反應、高度敏感反應，包括搔癢、蕁麻疹、呼吸短促、吞
嚥困難、身體皮膚發紅與肺部嗜伊紅血症。
2.肌肉骨骼系統：橫紋肌溶解症、有些報告為病患合併使用Cubicin與HMG-CoA
reductase抑制劑。
所以當病患接受Cubicin治療需監測肌肉疼痛和無力，特別是遠端肢體。服用
Cubicin的病人需每星期監測血清肌酸磷酸酶(CPK)的值，而且在先前接受過或目前
合併使用HMG-CoA reductase inhibitor之病人，監測應更頻繁，必要時可以考慮暫
時停止使用HMG-CoA reductase inhibitor。在腎功能不全之病人，應經常監測腎功
能及血清肌酸磷酸酶。

七、製備與保存方法
Daptomycin(Cubicin)是單一劑量小瓶裝，含 350mg 的滅菌冷凍乾燥粉末。需以
下列無菌操作方式配製：
1. 請打開藥瓶之聚丙烯易開蓋，露出橡皮塞中央部位。
2. 緩慢將 7ml 之 0.9%氯化鈉注射液自橡皮塞中央注入 Cubicin 350mg 藥瓶中，並
將注射針頭對準瓶壁。
3. 輕輕轉動藥瓶，確定完全浸濕 Cubicin 藥瓶之內容物。
4. 靜置藥瓶 10 分鐘。
需注意，Cubicin 與含葡萄糖稀釋液不相容。另外，配製藥液時或之後，請避免劇
烈震動或搖晃藥瓶，以減少泡沫形成。混合好的 Cubicin 需以 0.9%氯化鈉注射液(或
乳酸林格注射液)再稀釋，並以超過 30 分鐘靜脈注射。未開封時，請 2 至 8°C 冷
藏儲存；混合後室溫可保存 12 小時，或在 2 至 8°C 冷藏下可保存 48 小時。

八、結論
目前可使用於 cSSSIs 尚可選擇 tigecycline，tigecycline 為 minocycline 衍生物，
可用於 G(+)、G(-)及 tetracycline-resistant 的治療。但對於 MRSA，至今只有 3 類抗
生素是有效的，包括糖胜類(glycopeptide)抗生素如 vancomycin 與 teicoplanin，環
脂肽類(cyclic lipopeptide)抗生素如 daptomycin 和環氧酮類(oxazolidinones)抗生素
如 linezolid。雖然 linezolid 與 daptomycin 都被建議可使用在 VRSA、VRE，但使
用 linezolid 可能造成相關血液學上的異常，尤其是血小板減少的副作用，比較起
來 daptomycin 似乎是比較少副作用，也是較好的選擇。
綜觀以上，雖然新型的抗生素不斷地研發上市，在臨床試驗結果也都證明是有
相當療效的，甚至剛上市時會被以『抗生素之王』相稱，但隨著使用頻率增加，
嚴重抗藥性的產生，其地位也被慢慢取代，例如 vancomycin 就是最好的例子。所
以就有專家學者指出[3]如何合併使用(combination)的問題，例如合併使用 rifampine
和 aminoglycosides 的佐證，是未來新型抗生素如何減低抗藥性產生的研究方向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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