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高血脂與心血管疾病
蘇連益 吳奕璋

一. 前言
在台灣，由於現代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

”血脂治療”定位為心血管疾病治療的基

的改變，血脂異常與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

石?我們可以從真實世界的數據得出此結論

增加1。但心血管疾病是否為現代疾病?

：美國自上世紀40年代起冠心病死亡率持

2013年刊登於Lancet的文章，對137具木乃

續升高，政府開始重視預防並主彰控制膽

伊進行電腦斷層掃描，發現動脈粥樣硬化

固醇、降壓和戒菸；到2000年冠心病死亡

比例為34% (47/137)，證實雖然一般認為動

率下降了50％，危險因素控制的貢獻最大

脈粥樣硬化是一種現代疾病，但人類為血

的管理措施為”血脂控制”[對死亡率下降

管硬化的”易感群體”，遠從4000年前的

貢 獻 率 ： 血 脂 (24%) 、 血 壓 (20%) 、 戒 菸

古埃及，動脈粥樣硬化心血管疾病即影響

(12%)]6。

我們的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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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血脂最為相關的動脈粥狀硬化心血

血脂異常會造成內皮細胞喪失功能及出現

管疾病(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動脈粥樣硬化，1973 年多危險因素干預試

ASCVD)，降低ASCVD風險成為各大國際

驗、美國弗萊明漢心臟研究均證實，心血

指引的核心宗旨，ASCVD首次初現於2013

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的發病

年 美 國 心 臟 學 院 /美 國 心 臟學 會 (American

率及死亡率隨膽固醇水準升高而增加 3。一

College

般而言，心血管疾病主要包括：(1) 冠狀動

Association ，ACC/AHA)血脂指引的標題中

脈疾病，如：心肌梗塞、心絞痛；(2) 腦血

，並於內文對ASCVD進行重新定義 7 ，而

管疾病，如：中風；(3) 周邊動脈疾病，如

2014 年 美 國 國 家 脂 質 協 會 (National Lipid

：間歇性跛足症 4，而高血脂症是造成心血

Association，NLA)血脂指引擴大了ASCVD

管疾病的主因，因此血脂異常的治療是初

的定義範圍(表一)8。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級及次級預防心血管事件的基石5。為何將

二.高血脂症與心血管疾病致病機轉
高血脂症是血中過高脂肪物質(主要由

可分為乳糜微粒（chylomicrons）、低密度

膽固醇、三酸甘油脂與磷脂質組成)所產生

脂蛋白（low-density lipoprotein, LDL）、高

的疾病 9，其中膽固醇和三酸甘油酯必須形

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 HDL

成脂蛋白形態，才能被運送到身體各器官

）、脂蛋白（a）（lipoprotein（a））10。體

組織。血漿中的脂蛋白按體積大小和密度

內膽固醇大部份由肝臟細胞合成，僅少

1

表一、ASCVD定義 (摘錄自：1. Circulation. 2019 Jun 18;139(25):e1182-e1186.,2. Am J
Cardiol. 2006 Nov 15;98(10):1363-8.)

部份攝取自食物，體內脂蛋白的代謝見(圖

入血管內層之單核球分化變成巨噬細胞，

一）。血脂影響心血管的過程，低密度脂

巨 噬 細 胞 表 面 的 清 除 受 體 （ scavenger

蛋白(LDL)體積小容易滲入血管壁，當血液

receptor）會進而吞噬氧化態之LDL，形成

中LDL濃度過高時，容易使所攜帶之脂質堆

泡沫細胞（foam cells）堆積在血管內壁。

積在動脈血管壁內層。在血管壁內層被氧

大量泡沫細胞之堆積將形成脂肪斑（fatty

化成氧化態之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DL

streak），進而演變為動脈硬化斑塊，導致

，簡稱oxLDL），會引起局部發炎反應，吸

動脈硬化11（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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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血液中更多之單核球進入血管內層。進

圖一、脂蛋白的代謝 (摘錄自1.Leheinger principle of bichemistry fifth edition. 2. 丁予安、何橈
通等，高血脂防治手冊－國人血脂異常診療及預防指引，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中華民
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200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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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血脂與動脈硬化的關係(摘錄自1. Libby P. Circulation. 2001 Jul 17;104(3):365-72.. 2. N
Engl J Med 1999; 340:115-126 3. Nature. 2008 Feb 21;451(7181):904-13.)

三. 血脂異常之處理與生活型態改變(therapeutic lifestyle change, TLC)
生活習慣改變是血脂異常的核心治療

1. 合理膳食：

方式12。人們已經廣泛研究了生活型態改變

(1)：DASH diet (表二)：美國國家心肺

的作用，影響血脂水平和預防心血管疾病

與血液研究所(NHLBI)研發推廣用以控制高

，生活型態改變(非藥物治療)包括：限酒

血壓的飲食型態。富含水果、蔬菜、全穀

(Alcohol limitation, A)、減重(Body weight

類以及低脂食物；包含魚、肉、家禽、堅

reduction, B) 、 戒 菸 (Cigarette smoking

果與豆類；並且限制高糖食物及飲料、紅

cessation, C)、合理膳食(Diet adaption,D)、

肉以及添加脂肪的攝取。被美國農業部推

適量運動(Exercise, E)

1。

薦為所有美國人的理想飲食計畫之一13。

表二、DASH飲食每人一日營養素規定11

3

(2)地中海飲食(Mediterranean diet)14 ：

公布的 2015-2020 年美國膳食指南第八版，

在流行病學研究中，地中海飲食可以降低

文中最震撼的一項，是膽固醇攝取上限取

的心血管事件。在隨機分配研究

消。在指引公布前，1968年美國AHA建議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中也證實

為了預防心血管疾病16，建議一般成人每日

這一點，特別在PREDIMED研究中，分配

膽固醇攝取量＜300 毫克。對於已患有心血

到地中海飲食(橄欖油、堅果)的參與者與其

管或糖尿病之病人，膽固醇攝取量應更低

他低脂飲食相比，主要心血管事件顯著降

。如美國國家膽固醇教育計劃指出，膽固

低約30%。

醇的每日攝取量須＜200 毫克11。但這並不

(3) 心 臟 血 管 健 康 整 合 生 活 型 態 飲 食

代表膽固醇攝取對於健康飲食型態不再重

(Cardiovascular Health Integrated Lifestyle

要。如同IOM (Institute of Medicine) 對於膽

Diet)12：對於兒童及青少年，確定的血脂異

固醇所做出的建議，健康飲食型態應儘可

常，超重和肥胖，高風險的孩子的飲食改

能減少膽固醇攝取。

變的第一階段(CHILD-1)如果效果有限，針

2. 適量運動

對LDL-C及TG過高的人，應進階到CHILD2(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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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建議：有氧運動，每天至少40
分鐘，每周至少3-4天。

(4)針對每天膽固醇攝取量建議15：美國
農業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2)臨床研究 17 ：一項來自416,175例亞
洲人群研究中，即使小量活動(92分鐘/週或
15分鐘/天)也能降低14%全因死亡率。

表三、CHILD飲食表
CHILD-1

包括脂肪佔全日總熱量的30%以下，飽和脂肪佔8-10%，避免反式脂肪及每日總
膽固醇量小於300 mg/d。

CHILD-2

限制飽和脂肪在7%以下及每日總膽固醇量小於200 mg/d。

四. 治療靶點與臨床研究
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的機制複雜，除了
臨床上標準檢測的總膽固醇TC, TG, LDL-C,

如表四所示。
(2) LDL-C論證：

HDL-C, Apo B外，還有多達20餘種其他血

i. 流行病學資料：高LDL-C是ASCVD

脂指標與心血管疾病風險相關，因此就競

致病性危險因素。1973 年多危險因素干預

選擇哪個作為降脂靶點是臨床研究需要解

試驗（MRFIT）、美國弗萊明漢心臟研究

決的問題。

（FHS）均證實。

1. 動脈粥樣硬化治療靶點
(1) 從膽固醇結晶到動脈粥樣硬化原兇：

ii. 遺 傳 學 資 料 ： LDL 受 體 缺 陷 ，
LDL-C增高，早發ASCVD。

4

表四、從膽固醇到粥狀動脈硬化治療歷史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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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RCT資料：無論何種方法(飲食控

a. National Cholesterol Edu-

制、腸道外科手術、Non-Statin藥物、特別

cation Program (NCEP) Adult Treatment

是Statin)降低一定程度LDL-C, ASCVD事件

Panel (ATP) I (1988)20：建立了確定需要接

減少。註：2016 CTT Meta-analysis入選28

受醫學治療的高膽固醇個體的標準：LDL-C

個RCTs使用Statin後LDL-C每降低1 mmol/L

> 160 mg/dL；LDL-C 130-159 mg/dL合併2

，風險降低：主要心血管事件(↓21%)、主

個以上危險因素。

要冠脈事件(↓24%)、中風(↓24%)18。
iv. 結 論 ： 基 於 現 有 的 證 據 ： 也 許
” LDL 假 說 ” 應 該 改 為 ” LDL 原 則 ” ，
IMPROVE-IT研究提供給我們降低LDL-C水
平值的重要訊息，無論使用何種降脂藥物
，這些研究成果強調降低LDL-C作為一項冠
心病預防策略的首要地位19。
v. LDL-C治療目標：

b. NCEP ATP II (1993)21 ：
LDL-C開始治療切點和目標值(表五)。
c. NCEP ATP III (2001)22：
LDL-C開始治療切點和目標值(表六)。
d. IMPROVE-IT研究顯示23：
在急性冠心症患者中，LDL-C<55 mg/dL。
vi.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對LDL-C水
平的探索似乎都來自於干預手段的進步，

5

表五、NCEP ATP II (1993)21：LDL-C開始治療切點和目標值
註：危險因素：年齡(男性≧45歲、女性≧55歲)、早發冠心病家族史、吸菸、高血壓、低HDL-C、糖尿病。

病人分類

開始治療LDL-C水平

無CHD, <2個危險因素註
無CHD,≧2個危險因素
有CHD

≧160 mg/dL
≧130 mg/dL
≧100 mg/dL

無CHD, <2個危險因素
無CHD,≧2個危險因素
有CHD

≧190 mg/dL
≧160 mg/dL
≧130 mg/dL

LDL-C治療目標
飲食療法
<160 mg/dL
<130 mg/dL
<100 mg/dL
藥物療法
<190 mg/dL
<160 mg/dL
<130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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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NCEP ATP III (2001)22：LDL-C開始治療切點和目標值
註：將10年CHD絕對危險分層納入危險分層並確定相應的治療水平和目標，將糖尿病作為CHD等危症。

危險分層

LDL-C
治療目標

CHD及CHD等危
症
(10年危險註>20
%)

<100 mg/dL

≧100 mg/dL

≧130 mg/dL

2個以上危險因素
(10年危險≦20 %)

<130 mg/dL

≧130 mg/dL

10年危險 10-20 %:≧130 mg/dL
10年危險<10%：≧160 mg/dL

0-1 個危險因素

<160 mg/dL

≧160 mg/dL

≧190 mg/dL

開始治療LDL-C水平
生活型態改變
藥物療法

vi.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對LDL-C水平
的探索似乎都來自於干預手段的進步，但
是學者們一直在探索以下的問題

性中風、癌症)的發生率未見明顯變化27。
(3) HDL-C論證：
i. HDL假說有兩個潛在的重要論點

a. 正常新生兒的LDL-C水平是多

： 一 是 膽 固 醇 逆 轉 運 (reverse cholesterol

少?國外研究中新生兒LDL-C約30 mg/dL24。

transport, RCT)過程部分是依賴HDL功能，

b. 細胞膜流動性?人體研究中不

二是低HDL水平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

同LDL-C水平不影響細胞膜流動性25。
c. 賀爾蒙水平?低LDL-C水平不
影響雄激素水平26。

險高於高HDL水平的人群。
ii. 流 行 病 學 資 料 ： 低 HDL-C 是
ASCVD重要風險。TNT研究中，低LDL-C

d. LDL-C越低越好?2018年最新

患者中，在HDL-C最高組心血管事件發生

發表的Meta-analysis旨在探討LDL-C基線在

率比HDL-C最低組減少39% (HR:0.61, 95%

70 mg/dL已下的動脈粥樣硬化人群，接受進

CI:0.38-0.97)28。

一步的Statin降脂治療後能否進一步獲益。

iii. 遺傳學資料：CETP缺陷，HDL-

結果表明：LDL-C每降低1 mmol/L，相對危

C增高，壽命延長。註：CETP 是脂肪組織

險度(RR)可達0.79，且藥物副作用(包括肌

或肝臟分泌的一種疏水性糖蛋白，其主要

痛、肝功能指數升高、新發糖尿病、出血

功能表現在膽固醇逆向轉運中。當CETP

6

活性增強時，HDL 與VLDL 和LDL 進行膽

局限性30：

固醇酯(CE )和TG 交換，使HDLC水準降低
，LDL-C 和VLDL-C 水準升高。這一變化

(1) 主要侷限於藥物研究，很少涉及生
活方式干預。
(2) 嚴格限制的入選和排除標準，代表

過程可使富含CE 的LDL-C 顆粒和VLDL-C
殘粒聚集在動脈管壁細胞內，導致CE 沉積

性局限：

於動脈壁內，加速動脈粥樣硬化發生發展29
。

i. 研究中大多排除了>75歲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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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肝腎功能不全患者，青年族群、女性的
iv. RCT資料： Cholesterylester trans-

代表性不足。

fer protein (CETP)抑制劑(表七)，抑制CETP

ii. ACC/AHA指引所引用RCT中除

使體內HDL-C增高，但是事件增加。提示

個別日本研究外，全部來自歐美國家的白

HDL-C不是一個理想的干預指標，它代表

人和黑人，因此ACC/AHA指引明確聲明，

的是體內靜態的HDL所攜帶的膽固醇水平

僅適用於美國的白人與黑人，不適用於美

，不能代表HDL的功能及體內動態代謝狀

國定居的亞裔。
(3) RCT絕大多數由製藥企業贊助，主

態。
v. 美國國家脂質協會（National Lipid

要目的是藥品上市，並非解決臨床問題。

Association ， NLA ） 指 引 ： HDL-C 水 平 是

由於缺乏透明度(包含：不良事件的原始數

ASCVD的一個重要風險指標，但是HDL-C

據、藥物針對被試驗排除患者的確切療效

不做為推薦的治療目標。

)20 ，故在理解臨床研究成果並將結論運用

2. 臨床研究

於臨床前，必須反覆評估藥物對於患者的

隨機對照試驗(Random control trial，RCT)的

利弊得失。

局限性在進入血脂治療臨床研究前，國際

與Non-statin藥物研究比較，90年代的

動 脈 粥 樣 硬 化 學 會 (International

Statin研究，4S, WOS, CARE, LIPID, Tex

atherosclerosis societ，IAS)為我們說明了隨

CAP等試驗降血清低密度膽固醇(LDL-C)水

機對照試驗(Random control trial，RCT)的

平降低25-30%，冠心病事件，心肌梗死、

表七、CETP抑制劑
註：除了REVEAL研究展示出膽固醇酯轉運蛋白（CETP）抑製劑Anacetrapib聯合強效Statin治療，可減
少主要冠狀動脈事件相對風險9％，其於CETP抑制劑皆宣告失敗。

CETP抑制劑
劑量
藥廠
臨床研究

Torcetrapib
60 mg/day
輝瑞 (Pfizer)
ILLUMINATE

HDL-C
LDL-C

↑~61%
↓~24%

Dalcetrapib
600 mg/day
羅氏 (Roch)
dal-VESSEL
dal-OUTCOMES
↑~31%
↓~2%

Evacetrapib
500 mg/day
禮來 (Eli Lilly)
ACCENTUATE

Anacetrapib
100 mg/day
默克 (Merck)
REVEAL

↑~129%
↓~36%

↑~138%
↓~40%

7

心血管死亡率下降30-40%，同時總死亡率

患 者 隨 機 接 受 Pitavastatin/Ezetimbe 或

下降20-30%，未見非心血管不良事件增加

Pitavastatin單藥治療，平均隨訪3.9年，主要

。 Statin 成 為 降 膽 固 醇 治 療 的 首 選 藥 物 。

終點：總死亡率、非致死性心梗、非致死

2000年後的Statin臨床研究，大多數選擇活

性中風、不穩定心絞痛與缺血性事件接受

性藥物時對照，要想進一步獲益，降脂力

血管重建事件，未帶來顯著獲益。

度必須增大。這期間的強化Statin治療研究

ii. 急 性 冠 心 症 患 者 ” 早 期 、 強 化

表明，LDL-C降幅大於50%，能顯示出進一

”Statin在手術期間心梗的治療意義：[歐美

步或額外獲益。

族群 v.s. 亞洲族群(中國/韓國)]

(1) 針對研究設計不同對最終結果產生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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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樣是急性冠心症患者早期強
化治療，為什麼長期隨訪的結果顯著不同(

i. Statin併用Ezetimbe[歐美族群 v.s.

表九)？
b. 比 較 ISCAP 與 ARMYDA-

亞洲族群(日本)，如表八]
a. IMPROVE-IT：對於急性冠心

RECAPTURE(表十)：研究進行了多變量回

症患者而言，聯合治療較單藥治療，1年內

歸分析發現，支架長度與30天MACE相關

並未顯出MACE事件的減少以及心梗再發風

(OR=1.012, P<0.0001)。
c. 比 較 ALPACS 與 ARMYDA-

險的獲益，故聯合應用缺乏對於急性冠心
症患者急性期獲益的有力支持證據，但長
期(7年)追蹤絕對風險降低2%。
b. HIJ-PROPER：急性冠心症

ACS(表十一)。
iii.

其餘重要臨床研究：示意於圖ㄧ

、圖二。

表八、Statin併用Ezetimbe [歐美族群 v.s. 亞洲族群(日本)]
IMPROVE-IT1
Sample size
18144
Median F/U duration
6 yr
LDL-C at 急性冠心症 event
95 mg/dL
LDL-C level (Statin/S+E)
69.5/53.7
LDL-C difference (%)
23.9%
MACE rate (Statin/S+E)
34.7%/32.7%
HR and 95% IC
0.94 (0.89-0.99)
P-value
0.016

HIJ-PROPER2
1734
3.9 yr
135 mg/dL
84.2/65.5
22.6%
36.9%/32.8%
0.89 (0.76-1.04)
0.15

1.N Engl J Med 2015; 372:2387-2397
2.Eur Heart J. 2017 Aug 1;38(29):2264-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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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關鍵不同點
研究設計
統計學的偏倚

CHILLAS1
開放性
對預計事件的高估導致樣本量統計學的
偏倚

PROVE-IT2

強化Statin的劑
量

Atorvastatin 20-40 mg v.s Atorvasatin 10
mg，或相當劑量其他Statin(研究中沒有
統計40 mg的比例，但作者指出是常規
臨床的劑量，也就是說大多為20 mg)

Atorvastatin 80 mg v.s. Pravstatin 40
mg

長期隨訪的脫落
率

未提及

脫落率很低
高強度組 3.3%、中等強度組 2.7%

長期隨訪中兩組
LDL-C的差異

強化 vs 中等：78 mg/dL v.s. 80 mg/dL

強化 vs 中等：62 mg/dL v.s. 95
mg/dL

註

CHILLAS：中國急性冠心症患者採用Statin強化降脂治療，治療3個月時，
Atorvastatin 20/40 mg組LDL-C下降26.6%，而10 mg組下降20.2%，兩治療組
LDL-C水平僅差6.4%，相應地心血管獲益則相當。

參考資料

1. Atherosclerosis. 2014 Apr;233(2):707-12.
2. N Engl J Med. 2004; 350:1495–1504

雙盲
嚴謹的統計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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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研究進行了多變量回歸分析發現，支架長度與30天MACE相關(OR=1.012, P<0.0001)
關鍵不同點
ISCAP1
ARMYDA-RECAPTURE2
研究類型
開放性
雙盲
未接受PCI手術比例
1237/2548 (48.5%)
74/457 (16.2%)
入組患者特徵
NSTEMI占25.5%
NSTE-急性冠心症占47%
術前給藥
1.
術前一次的Atorvastatin 80
1.
術前2h給40 mg
mg在PCI前一晚
2.
對照組為安慰劑
2.
對照組術前常規Statin治療
平均支架數目/總長度
偏離研究方法並剔除
病例

1.98/48.65
137/1202 (11 %)

1.3/16.8
0

種族
30天MACE事件發生
率
(治療組 v.s. 對照組)

中國人
19.4 % v.s. 18.3 %

義大利
3.7 % v.s. 9.4 %

註

ISCAP：明確在臨床常規基礎上，術前多次大劑量Statin治療，在中
國擇期PCI患者短期和中期的有效性與安全性，結果表明：強化Statin
未能降低30天內和6個月MACE發生率。

參考資料

1. Eur Heart J Suppl (2015) 17 (Supplement B), B47–B56
2. J Am Coll Cardiol. 2009 Aug 4;54(6):5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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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關鍵不同點

ALPACS (Asian Lipitor Pretreatment in
ACS)1

ARMYDA-ACS2

研究設計

隨機、開放標籤，2個國家(中國和韓
國)的26個研究中心

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1個
國家(義大利)的3個研究中心

入組人群

1.
2.

1.
2.

研究終點的診斷
標準

MI定義為肌鈣蛋白升高
(MACE負荷組14.7% v.s. 常規組 15.7
%)

MI定義為CK-MB的升高
(MACE負荷組5% v.s. 常規組
17%)

入選患者冠脈造
影後
未行PCI患者比例

Atorvastatin組34%
常規治療32%

10%

註

ALP急性冠心症：中韓兩國26個臨床中心入選未用Statin的NSTE-急性冠心
症患者，預計72h內行PCI治療。主要目的：比較PCI術前Atorvastatin強化
治療對NSTE-急性冠心症”亞洲族群”患者的影響。主要研究終點：PCI術
後30天MACE事件(死亡、心肌梗死、目標血管重建)，心肌梗死診斷標準：
心肌酶升高> 3 ULN，並有心電圖或影像學證據。結果表明：在亞洲人群(
中國和韓國)中Atorvastatin大劑量負荷治療未帶來30天內心血管更多獲益。

參考資料

1.J Cardiol. 2014 May;63(5):335-43.
2.J Am Coll Cardiol. 2007 Mar 27;49(12):1272-8

亞洲
症狀發生後72小時內行PCI手術

義大利
PCI為48小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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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治療指引與降血脂藥物使用資訊
1. 治療指引：
(1)動脈粥樣硬化(ASCVD)治療觀念：
i. 降低ASCVD風險為膽固醇管理的

對降低血清膽固醇和LDL-C有明確效果，且
顯著降低冠心病發病風險，目的是防止新
發動脈粥樣硬化心血管疾病(ASCVD)。
iv. 在冠心病及其他等危症患者中，

最終目標。
ii. 降低風險的三個階段：
a. 識別：依據指引對ASCVD進

降低LDL-C治療仍注顯著降低總死亡、冠心
病再發和死亡、及其他主要冠心病事件危
險。

行分層。
b. 治療：依據指引和實證制定
優化的Statin治療方案。

(2) 各國治療指引(表十二)
2. 降血脂藥物使用資訊

c. 管理：個體化治療(適當的患

(1) 降血脂機轉：血脂干預的主要方式

者、適當的Statin、適當的劑量)並提高患者

是針對膽固醇的吸收、合成和排謝這三大

依從性(圖三)。

途徑(圖三)。

iii. 一級預防：在無心血管疾病的血
脂異常患者中，生活型態改變、藥物治療

(2) Statin使用資訊
i. Statin認識的歷史演變：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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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個體化治療

表十二、各國治療指引

註

註1：突出Non-HDL-C做為干預目標
將Non-HDL-C列為首位，是由於NLA專家組一致認為Non-HDL-C比LDL-C更為適合
作為主要靶點，原因在於：
(1)在觀察性研究以及臨床試驗中膽固醇水平變化或治療期間膽固醇水平來看，
Non-HDL-C比LDL-C更具有預測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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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各國治療指引(續)
註

使用Framinham心臟研究的患者數據，這些患者基線時均無冠心病，評估不同LDL-C
和Non-HDL-C水平時的CHD風險*
a.在同一Non-HDL-C水平，LDL-C和冠心病風險無相關性
b.相反，在每一LDL-C水平，Non-HDL-C水平與CHD風險強相關
c.Non-HDL-C較LDL-C預測冠心病風險的能力更強
(2) 當Non-HDL-C和LDL-C的結果不一致時，Non-HDL-C水平與ASCVD風險之
間的關係更為密切
註2：2013年ACC/AHA降膽固醇治療指引取消目標值原因：
(1) 目前的臨床試驗數據並未提示應達到何種目標
(2) 我們並不明確更低的治療目標，能進一步下降多少的ASCVD風險
(3) 為了達到特定目標值，可能潛在不良反應，如多藥聯合治療
註3：Framingham 風險評分
(1) Framingham 風險評分雖然依據危險因素，但多種影響動脈粥樣硬化進展的因
素未包含在內，也未被干預(如：BMI, 炎症標記物升高,ECG陽性發現、精神壓力及
血管影響學發現等。)
(2) Framingham 風險評分是基於人群風險的評估，對個體針對性不強，尤其對女
性和年輕人。

參考
資料

*Am J Cardiol. 2006 Nov 15;98(10):1363-8.

降膽固醇藥物，更是ASCVD保護藥物。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醫師及患

a. 1970s：毒性藥物。1976年，

者共同討論進行決策；考慮Statin治療的獲

日本伊藤教授從桔青黴素培養液中發現

益與風險，包括：生活方式干預可能帶來

Mevastatin，但因腸道毒性反應夭折。

的獲益、治療目標、患者偏好、可能副作

b. 1980s：降膽固醇藥物。1987
年Lovastatin作為降膽固醇藥物首次被FGA
批准上市，之後不同Statin相繼上市。
c. 1990s：降低ASCVD事件和死
亡 藥 物 。 1994 年 ， 4S 首 次 證 實 Statin 降 低
CHD患者死亡風險，之後開啟了如何使用
Statin更多降低ASCVD事件的探索。
ii. “以患者為中心”的個體化血脂
管理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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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物交互作用、潛在ASCVD風險的降
低。
b. 啟動Statin治療時，先行基線
血脂水平檢測及臨床評估，治療共病及血
脂異常的次要因素(表十三)。
c. 依從性(表十四)：在臨床實踐
中血脂管理的依從性仍舊是影響整體血管
管理值量的ㄧ個不容忽視的障礙。研究證
實可以堅持Statin長期治療的患者不足50%

a. 在決定啟動Statin治療以預防
CVD時，藥物的選擇應為31：醫病共享決策

，降脂治療依從性差導致患者治療獲益明
顯降低，最終導致心血管事件發病率和死

12

表十三、共病因素
吸菸情況

HbA1c

飲酒情況

腎功能(eGFR)

血壓

肝功能指數(ALT, AST)

BMI獲其他肥胖檢測因素

促甲狀腺激素(TSH)

TC, Non-HDL-C, HDL-C, 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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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依從性
一、患者對Statin依從性低的原因分析1
1.藥物費用
2.藥物所致的不良反應使得患者與醫師討論時
感覺困難

5.患者負擔不起自費部分
6.患者無法理解在無症狀的情況下需要服藥的
重要性

3.標籤說明書不清楚
4.患者不喜歡要吃藥的想法

7.患者健忘

二、加強醫患溝通的專家觀點2
1.患者期望值很重要，溝通一個美好的前景，可以逆轉或減少之前的負面期望值
2.患者有必要知道Statin的不良反應是可以解決的
3.患者應記住Statin的心血管獲益
4.探討服用Statin的心理矛盾因素，知道治療的價值可以降低反安慰劑效應注。
轉譯自：1.Circ Cardiovasc Qual Outcomes. 2016;9:68-95. 2. J Clin Lipidol. 2016 JulAug;10(4):739-747.
註：反安慰劑效應(Nocebo effect)：患者的負性預期或心理因素導致其服用無害物質後出現有
害的作用。單詞Placebo和Nocebo均來自拉丁語，表達患者在接受治療時的兩種正好相反的心
理預期：placebo表達預期將獲益(I will please)，而Nocebo表達預期將受害(I will harm)。
亡率增加 33 。患者對Statin依從性低的原因

件 (HR=2.78) 36。
e. 長期使用臨床研究：一項Meta-

分析。
d. 治療時間(停用風險)：初始治療

analysis，納入58項研究的148000餘例患者

：義大利Statin初始治療人群對列研究：入

，旨在評估降低LDL-C水平和持續性治療風

選初始治療患者，主要終點定義為全因死

險所減少缺血性心臟事件百分比。結果：

亡或者心血管事件的發生，Statin依從性越

降低1 mmol/L LDL-C所減少的缺血性事件

高，事件和死亡風險越低34；心肌梗塞後和

，第1年：-11%、第2年：-24%、第3-5年：

動脈粥樣硬化人群：將病患分為完全依從

-33%、第6年：-36%，故建議長期使用37。

組、部分依從組、不依從組，結果顯示完

f. 指引建議：2007年WHO心血管

全依從組主要心血管事件風險顯著低於部

病預防指引推薦：Statin治療需長期堅持，

分依從組和不依從組35；中風：入選缺血性

如有可能，終身服用。2014年NLA指引38明

中風患者出院時使用Statin，隨訪期間38.9%

確指出：患者血脂達標後，應繼續降脂治

的患者停用，停用Statin，明顯增加死亡事

療，尤其是高風險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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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W. Virgil Brown教授在預告2014 年美國國

理的策略中，除了生活方式的改變，針對

家 脂 質 協 會 (National Lipid Association ，

高風險患者必須同時給予藥物，血脂藥物

NLA) 血 脂 指 引 正 式 發 布 的 The art of

中 以 Statin 治 療 為 核 心 ， 故 我 們 必 須 針 對

prevention 一 文 中 引 用 了 中 國 格 言 ” The

Statin藥物與病患進行討論，使病患確實了

superior physician to be one that prevents

解使用Statin的益處，解除病患疑慮進而提

disease”39 ，揭示了預防ASCVD的核心觀念

高依從性，使病患能長期使用、減少心血

為：不治已病治未病。由於心血管疾病的

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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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在於血脂異常的管理，而血脂異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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