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光 藥 訊
雙磷酸鹽類藥物用於先天性
成骨不全症之探討
楊尚恩 柯榮川
一. 前言
先天性成骨不全症(Osteogenesis Imperfecta,
OI)又稱脆骨病(brittle bone disease)，是一種罕見
的遺傳疾病，主要致病原因是人體內製造第一型
膠原纖維(type I collagen)的基因缺損，使得全身
的骨骼強度耐受力變差、骨質脆弱而常發生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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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玻璃娃娃」。先天性成骨不全症目前並
無治癒方式，主要以日常生活預防骨折為主，藥

目前台灣通報的成骨不全症患者約有150

物治療則多為支持性療法，包括氟化物（fluoride

人，其中家族案例約占四分之一，為台灣罕見

）、抑鈣素（calcitonin）、活性維生素D3與鈣片

疾病的第六位，對家庭和社會的衝擊不容小覷1

，以增強骨質。雙磷酸鹽類藥物(bisphosphonate)

。本文將回顧先天性成骨不全症以及雙磷酸鹽

使用於中度到重度成骨不全症患者的治療已有超

類藥物用於成骨不全症之相關研究，提供讀者

過10年的時間，雖然雙磷酸鹽類藥物無法矯正基

參考。

因缺陷，但可以提升骨骼機械強度(mechanical

二. 先天性成骨不全症概述
人體骨質中富涵第一型膠原纖維，約佔骨

strength)，減少患者骨折的發生機率。

頭蛋白的85-90％，是構成骨骼支架的主要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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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理治療與復健外，傳統上成骨不全症

(dentinogenesis imperfecta)，以及因聽小骨

主要以外科手術進行斷骨固定與矯正彎

硬化而造成的漸進性失聰，但患者的智能

曲之長骨為主。由於成骨不全症之骨骼

發展通常不會受到影響4。先天性成骨不全

脆弱易碎，所以外科手術時常進行的方

症可以在生命中任何時期被診斷，但通常

法為長骨中打入骨釘(rod fixation)，加強

在嬰兒學步期便會出現意外骨折，並在幼

韌性。目前藥物的治療大多為支持性療

兒期多次骨折後被發現。傳統上，先天性

法 ， 包 括 氟 化 物 （ fluoride ） 、 抑 鈣 素

成骨不全症可分為四型，但由於近年基因

（calcitonin）、活性維生素D3與鈣片，

研究的發展，目前可將先天性成骨不全症

以增強骨質 1。雙磷酸鹽類藥物用於先天

分為八型，第一至四型與第一型膠原纖維

性 成 骨 不 全 症 屬 於 核 可 外 適 應 症 (Off-

異常有關(佔90%)，第五至八型則與第一

label use)，自90年代開始有以雙磷酸鹽

型膠原纖維異常無關(佔10%)，大多原因

類藥物治療成骨不全症，成功的增加骨

不明。先天性成骨不全症各型之基因病變

密度、減少骨折的研究被發表 5-8 。過去

、遺傳型式及臨床表現均不相同，最輕微

20年陸續有研究指出雙磷酸鹽類藥物用

的為第一型，也是最常見的一型；而最嚴

於先天性成骨不全症顯著之療效，但所

重的為第二型，大多在新生兒時期以前即

使用之劑量、間隔和治療時間並不盡相

夭折，臨床表徵詳細比較見表一。先天性

同，使得雙磷酸鹽類藥物用於成骨不全

成骨不全症以減少骨折與舒緩因經常骨折

症之最佳的藥物選擇與劑量療程目前尚

而產生疼痛與骨骼變形為治療目標3，除了

無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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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藍灰色）、齒質發育不全

三、雙磷酸鹽類藥物用於先天性成骨不全症之相關研究
雙磷酸鹽類藥物對礦質化骨骼具有高

前最常被用來治療先天性成骨不全症之

親和性，可以抑制蝕骨細胞活性，進而抑

雙磷酸鹽類藥物7，9。其他雙磷酸鹽類藥

制骨骼的再吸用，提升骨骼的機械強度。

物也有用於先天性成骨不全症之相關研

雖然雙磷酸鹽類藥物並沒有辦法增加第一

究 10-16 ， 包 含 靜 脈 注 射 zoledronic acid

型膠原纖維改善骨質，但一般認為雙磷酸

(Zobonic®、Aclasta®)和neridronate，以及

鹽類藥物可以增加骨骼機械強度(雖然骨

口 服 alendronate (Binosto®) 、 risedronat

質品質不佳)，減少骨折的發生，因此仍

(Reosteo®)與olpadronate。在一篇2016年

被廣泛使用於中重度之先天性成骨不全症

發表之統合分析研究17，共收納14篇使用

之治療3。最早被使用於先天性成骨不全症

雙磷酸鹽類藥物治療成骨不全症(共819人)

的雙磷酸鹽類藥物為pamidronate8，也是目

的隨機分派研究，其中多數研究具有方

2

方法學上的限制(分派隱匿不明、樣

患，依年齡不同而使用不同劑量之
pamidronate靜脈注射治療(<1歲: 0.5mg/kg

雙 磷 酸 鹽 類 藥 物 包 括 口 服 risedronate,

Q2M； 1-2歲:1mg/kg Q2M；2-4歲

alendronate, 和olpadronate，以及靜脈注射

:1.5mg/kg Q3M；>4歲:2mg/kg Q3-4M)，

pamidronate, zoledronic acid和neridronate，

研究結果發現所有病人之骨密度在使用

統合分析結果發現，不論是口服或是注射

藥物後前兩年均快速增長，每年平均骨

劑型雙磷酸鹽類藥物，和安慰劑或未治療

折次數為0.6次。從上述研究研究顯示以

相比，均能改善骨質密度，但在減少骨折

pamidronate治療成骨不全症患者具有助

機率上則呈現不一致的結果，目前雙磷酸

益，可減少骨折次數及增加骨質密度，

鹽類藥物用於成骨不全症之最佳的藥物選

特別是針對極低骨質密度的患者而言。

擇與劑量療程仍無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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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數過少、病人間基本差異大等)，使用之

除pamidronate之外，其他常見於治

Pamidronate是最常被用來治療先天性

療成骨不全症的雙磷酸鹽藥物包含口服

成骨不全症之雙磷酸鹽類藥物藥物，台灣

alendronate與靜脈注射zoledronic acid。

過去曾發表兩篇以pamidronate治療成骨不

在一篇收納39位成骨不全症病人的隨機

全症的研究 18，19 。第一篇發表於2008年 19 ， 分派研究 16 。收納病人年齡為4至19歲，
回溯式分析26位曾接受pamidronate靜脈注

隨機使用安慰劑(n = 30)或alendronate (n =

射治療(30毫克/平方公尺/劑量，每月一次)

109)治療兩年，alendronate在小於40公斤

的成骨不全症患者(8位男性及18位女性；

使 用 劑 量 為 5mg/day， 大 於 40公 斤 為 10

年齡範圍自2.9歲至39.2歲；第一型6位、

mg/day。研究結果發現使用alendronate可

第 三 型 7 位 、 第 四 型 13 位 ) ， 評 估 在

以顯著增加骨密度(51% vs 12%, P<0.001)

pamidronate治療前後，患者骨質密度、骨

，但在長骨骨折發生率、骨頭疼痛與身

折頻率、身高及體重的變化。研究結果發

體活動上兩者並無差異。另一篇比較

現在接受pamidronate治療1年、4年、及6

zoledronic acid和pamidronate的研究中 11

年之後，患者骨質密度的平均標準差分數

。 ，共收納23位年齡介於1-15歲的成骨

有顯著的增加，分別自-4.72 進步至-3.37

不全症病人(60.9%為第三型)，隨機接受

(N = 26，p < 0.005)，-2.69 (N = 16，p <

zoledronic acid或pamidronate治療一年，

0.001)，以及-1.54 (N = 8，p < 0.005)。骨

研究結果發現在治療一年後，使用

折率在治療期間有顯著的減少 (自2.8 ± 1.1

zoledronic acid可顯著增加 lumbar spine骨

次減少至0.6 ± 0.6次，p < 0.001)，治療期

密度(67.6%, p = 0.003)，使用pamidronate

間有9位患者無任何骨折發生。第二篇發

則 只有borderline significance (51.8%, p =

表於2014年 18 。 ，收納6位於子宮期或出

0.053)，然該研究並未報導任何臨床相關

生後一個月內曾發生骨折之成骨不全症病

結果。

3

Pamidronate與其他雙磷酸鹽藥物相比

相對不足，因此雙磷酸鹽類藥物用於成

，具有較多使用經驗以及台灣本土研究支

骨不全症之最佳的藥物選擇與劑量療程

持，同時具有骨密度改善與臨床反應結果

，仍有待未來更多研究來探討與證實。

被報導，而其他雙磷酸鹽藥物使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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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論

表一、先天性成骨不全症各型之臨床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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