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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與癲癇
劉亭君 陳宏毅
一、 前言
癲癇（epilepsy）為一種常見的神經疾病，大約每 100~200 人就有一位癲癇
患者。我們的大腦皮質上平常存在微量的電波，維持大腦的正常功能，當大腦神
經細胞過度放電時，可能引發肌肉痙攣、抽搐、失去意識、異常行為的現象。癲
癇是屬於慢性且反覆發生的疾病，需長期服用抗癲癇藥物治療。若是因為特殊因
素所引起的癲癇，如發燒、感染、喝酒、服用藥物等，則可能因為減少或是除去
這些因素後便不再發作。誘發癲癇的因素很多，常見的誘發因子有：發燒、酗酒、
情緒不定、睡眠不足、月經飲食不均衡或服用藥物等。一但被診斷出患有癲癇的
病人，需注意個人誘發癲癇的原因，並且儘量避免誘發因子。
一般來說，癲癇發生在男性與女性的機會相同，但對女性患者而言，終其一
生癲癇發作的頻次與嚴重程度，則與其青春期、月經週期、懷孕、停經期等賀爾
蒙的變化息息相關。癲癇婦女是否可以生育？答案是肯定的，但通常受孕率是一
般婦女的三成左右，部分原因可能為心理因素所引起，害怕癲癇的遺傳性或是懷
孕會造成癲癇的發作；生理因素亦可能造成，如癲癇婦女沒排卵的機會約 30%，
一般婦女則為 10%。此外，過去幾個研究顯示，長期服用 valproate，使得 40%
左右的癲癇婦女發生多囊性卵巢症候群(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而降低受孕
率。
根據統計，半數的癲癇婦女在懷孕期間，發作頻率並不會有所改變，發作減
少者約佔 15%，而 35%的患者則有增加的可能性，大多與不願規律服用抗癲癇
藥物所引發。因此，癲癇婦女除了在懷孕前須審慎的評估疾病狀況外，懷孕對疾
病產生的變化，抗癲癇藥物的選擇及對胎兒造成的影響，都是癲癇婦女在懷孕期
間臨床上需考量的因素。
二、 藥物治療的風險
癲癇婦女生產出畸型胎兒的比例約正常婦女的 2~3 倍，造成此種結果可能的
原因有：懷孕期間癲癇的發作、疾病本身所造成、癲癇婦女的社經地位及服用的
癲癇藥物。而過去的研究指出，大多數新生兒的器官缺陷，與所服用的抗癲癇藥
物息息相關，合併使用多種或較高劑量的抗癲癇藥物，都有可能提高致畸胎的危
險性。癲癇藥物造成的先天性畸形主要有：泌尿生殖器及神經管缺陷、額唇裂、
先天性心臟疾病。以下分別敘述幾種常種的抗癲癇藥物的致畸胎性。
1. Phenytoin
FDA懷孕分級為D級。使用Phenytoin單一治療造成的畸形稱為Fetal
Hydantoin Syndrome，引起的畸胎模式有，產前及產後的生長缺損(pre- and
post-natal growth deficiency) 、 畸 形 小 頭 症 (microcephaly) 、 生 長 遲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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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delay)，併發顱顏異常(dysmorphic craniofacial abnormalities)
及指甲或手指末端發育不全(nail and distal pharyngeal hypoplasia)。亦可能發
生先天性心臟缺損或顏面裂(facial clefts)。通常Phenytoin所造成的畸形的嚴
重程度及發生機率與服用的劑量無關，但Phenytoin可能導致葉酸缺乏與畸胎
的發生相關，因此在懷孕之前及懷孕期間，給予充足的葉酸補充是必需的。
2. Barbiturates
FDA的懷孕分級為D級。Barbiturates單一療法可能會造成的畸胎型態，
主要有先天性心臟缺損、顏面裂，其次則可能發生生長缺損(growth deficiency)
及顱部顏面或四肢的異常(craniofacial or limb abnormalities)情形。
3. Valproate
FDA的懷孕分級為D級。服用Valproate造成的畸胎型態有神經管、顱面、
骨骼肌、心臟血管、泌尿生殖器或大腦的缺損。過去研究顯示，當每日服用
Valproate超過1000mg，則造成畸胎的機率相對提高。April 19,2009 一篇發
表在NEJM的研究，比較懷孕期間正常服用抗癲癇藥物(carbamazepine，
lamotrigine，phenytoin，valproate)的婦女，對在胚胎時期曾經暴露於抗癲癇
藥物的孩童，追蹤藥物對神經發展的長期影響。研究者報告指出，到孩童三
歲時的結果發現，曾曝露 valproate的小孩，他們所得到的智商評估分數，
明顯低於其他抗癲癇藥物。如果可以，valproate不建議作為孕婦或是生育年
齡婦女的第一線用藥，或是將劑量調至可控制病情的最低劑量(＜1000mg)。
4. Carbamazepine
FDA 的懷孕分級為 D 級。研究指出 Carbamazepine 所造成的異常多與
生長相關，例如，減少出生時頭圍的大小、體重及身高；此外，亦可能造成
髖骨脫臼、腹股溝疝氣、尿道下裂、先天性心臟或神經管的缺損。
5. Lamotrigine
FDA 的懷孕分級為 C 級。懷孕婦女服用此藥對胎兒的影響尚無法確定，
過去有些研究指出，劑量>200mg/day 發生畸胎的機率與每日使用 ≦1000
valproate 的發生率相似；亦有部份研究顯示若單獨使用 Lamotrigine 的致畸
胎率，與未服藥的婦女無顯著差異。但尚無明確的定論。
6. 其他
Gabapentin、Topiramate、Levetiracetam、Oxcarbazepine在FDA的懷孕分
級皆屬於C級，Vigabatrin 則為D級。以上藥物皆屬於第二線的抗癲癇用藥，
雖較無致畸胎的研究報告，但對於癲癇婦女的使用資料並不充足，須謹慎使
用。
三、

癲癇婦女懷孕用藥原則
1. 最低劑量，單一用藥
過去研究顯示，使用多種抗癲癇藥物治療比起單一藥物治療的婦女，具
有較高的致畸胎率，以一篇 meta-analysis(Meador et al.)研究為例，癲癇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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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下先天性畸形的胎兒，合併多種藥物治療的患者發生機率為 9.84%，而使
用單一藥物治療的患者發生機率則為 5.3%。此外，孕婦血液中抗癲癇藥物
的濃度，通常也是造成畸胎的原因之ㄧ，以 Valproate 為例，若將藥物分為
2~3 次服用，可避免尖峰血中濃度的產生，並且避免與 Carbamazepine 及
Phenobarbital 倂用，可減少對胎兒的傷害。目前第一線使用來治療癲癇的藥
物都有致畸胎的危險性，因此，計畫懷孕的婦女，應在懷孕前與醫師討論，
將治療藥物調整至單一種類且最低有效治濃度的劑量，若是懷孕前兩年內，
都無發作的情形，亦可考慮停藥。
另外，在懷孕期間，藥物在體內的藥物動力學也與平常不同，定期的追
蹤藥物血中總濃度與未結合態的藥物血中濃度，可作為劑量調整的參考數
據，減少藥物毒性的發生。
2. 葉酸的補充
葉酸是我們身體許多物質生合成的成分之ㄧ，在動物實驗中，若是血液
中的葉酸含量低時，則有可能造成流產或是胚胎發育不全的情形。在抗癲癇
藥物當中，Phenytoin、Carbamazepine、Valproate、Barbiturates等，都可能會
改變血液中葉酸的含量，增加胚胎神經管或心臟及其他各器官發育時的缺
陷。因此，癲癇婦女在懷孕前就建議每天服用高劑量的葉酸(5mg/day)，持
續服用到懷孕前期或是到妊娠終止，可降低其致畸胎的危險性。
3. 口服 Vit K 的補充
服 用 某 些 肝 臟 酵 素 誘 導 的 藥 物 ， 如 Phenytoin 、 Carbamazepine 、
Oxcarbazepine、Topiramate 等，可能造成胎兒 Vit K 缺乏，增加胎兒出生時
的出血性，因此，建議可於懷孕最後一個月口服補充 Vit K 來減低胎兒出生
時出血的風險。
四、 哺乳
所有的抗癲癇藥物皆會由乳汁分泌，通常蛋白結合率高的藥物，游離態的藥
物分子相對較少，對幼兒所產生的影響也較小，若婦女在哺乳後發現幼兒的活動
力減少、體重增加不足或吸吮無力情形，則須馬上停止哺乳。尤其在服用
Carbamazepine、Phenobarbital、Primidone或 Benzodiazepines藥物的婦女不建議
哺乳。若將母乳轉換為牛奶時，亦要小心觀察幼兒是否有戒斷現象的產生，如哭
鬧不安、顫抖或嘔吐的情形。
五、 結論
癲癇婦女在完善的醫療計畫下，九成以上可以產下健康無缺陷的寶寶，但若
因害怕而拒絕服藥或是自行調整劑量，則可能增加早產的風險。Augest 14,2009
一篇回溯性的研究指出，癲癇婦女若懷孕時產生抽搐，造成新生兒早產、出生體
重低的風險性，相較於在懷孕期間沒有發生抽搐的婦女，風險性有顯著的增加
(OR 1.34；95% CI 1.10-1.84)。因此對於癲癇的懷孕婦女，我們更應對於其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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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從性給予正確的衛教，規律準確的服藥、避免誘發癲癇的因素及狀況、定期回
診追蹤藥物血中濃度及產前健康檢查(超音波、血清 α-胎兒蛋白、羊水檢查)、適
時補充 Vit K 及葉酸，將藥物與疾病對胎兒的影響降到最低。
【表一】為常見的癲癇用藥及可能發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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