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思覺失調症的藥物治療
吳玠融 黃美智

一、前言
思覺失調症是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

會及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宣布：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思覺失調症

Schizophrenia更名為「思覺失調症」 2 ，讓

在全球影響超過2000萬人，其特徵是思維

「精神分裂症」走入歷史，同年5月衛生福

、觀點、情緒、語言、自我意識和行為出

利部也正式公告-思覺失調症更名。

現扭曲，常見的症狀包含妄想與幻覺，患
者早年死亡的比例較正常人高出2-3倍1。
思覺失調症患者在社會上容易遭受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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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作為思覺失調症的治療首選，其
選擇非常重要，本篇將探討思覺失調症之
藥物治療。

名化，因此台灣在2014年由台灣精神醫學

二、急性期治療
治療重點是減少患者思想和行為的危

(4)有心臟病史或開始接受可能延長QT波的

害性，此時應以抗精神病藥作為治療首選

抗精神病藥物治療之患者的心電圖，例如

。

clozapine ， thioridazine ， iloperidone ，

1.治療前評估

ziprasidone。

應在治療前，對接受抗精神病藥物治
療的思覺失調症患者進行評估，並定期進
行理學檢查和神經系統檢查，且注意抗精

(5)clozapine治療之患者的白血球（WBC）
計數與差異
通常在獲得實驗室檢查結果之前，就

神病藥物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可以開始使用抗精神病藥，但clozapine例外

檢查項目如下：

，患者在開始使用clozapine治療前，必須進

(1)身體質量指數（BMI）、腰圍、心律、

行白血球計數與血球分類計數的檢驗，以

全套血液檢查(CBC)、空腹血糖、血脂、血

確保白血球計數(WBC)≧3.5×109/L，絕對嗜

壓、電解質、肝、腎和甲狀腺功能檢查。

中性白血球計數（ANC）≧2.0×109/L，且

(2)錐體外症候群（EPS）：靜坐不能、帕金

數值皆在標準正常範圍之內，方可使用

森氏症、肌張力異常。

clozapine治療3。

(3)遲發性運動障礙：面部、舌頭、四肢異

2.藥物對於思覺失調症患者正性症狀與負性

常運動。

症狀的療效

1

Positive symptoms正性症狀：

3.抗精神病藥物的選擇

抗精神病藥可減輕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正

應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和抗精神病藥物

性症狀，如妄想、幻覺。除clozapine外，沒

的副作用，為思覺失調症患者選擇適合的藥

有證據表明，任何一種抗精神病藥在急性期

物。此外，也需考慮第一次思覺失調症發作

比其他抗精神病藥更有效4。clozapine對於使

的患者、僅對抗精神病藥物有部分反應的患

用其他抗精神病藥物無法達到完全治療反應

者、躁動的患者以及對特定副作用（例如體

的患者更為有效，但由於clozapine可能造成

重增加、錐體外症候群EPS或鎮靜）敏感的

顆粒性白血球缺乏症，因此clozapine只保留

患者。

給對其他抗精神病藥物反應不佳或不能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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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精神病藥物分為兩類，第一代(典型)

的患者使用5。

與第二代(非典型)，第二代比第一代抗精神

Negative symptoms負性症狀：

病藥較不易引起錐體外症候群(EPS)。

負性症狀例如負面情緒和缺乏動力，已

表一至表三為美國精神醫學會-思覺失

被證明特別難以治療。多數藥物對負性症狀

調症治療指引(第三版)，各精神病藥物副作

無效，但在一項隨機臨床試驗中，

用的比較表7：

Cariprazine顯示出療效6。
表一、抗精神病藥物-口服製劑的相對副作用7

2

表二、抗精神病藥物-口服製劑的相對副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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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抗精神病藥物-口服製劑的相對副作用7

3

表四、美國精神醫學會-思覺失調症治療指引(第二版)中，將藥物分成四個Group，
針對不同種類的思覺失調症患者，給予不同類別的藥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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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1：第一代抗精神病藥物
Group2：Risperidone、Olanzapine、Quetiapine、Ziprasidone、Aripiprazole
Group3：Clozapine
Group4：長效注射型抗精神病藥物
初發性思覺失調症患者：

反應非常重要。

建議使用Group2藥物。

持續具有自殺想法或行為的患者：

因為初發性思覺失調症患者對較低的抗精神

clozapine可降低自殺風險。

病藥物劑量有反應，因此更容易有體重增加

藥物依從性低的患者：

和錐體外副作用。其中Group1(第一代抗精

可考慮長效注射型抗精神病藥物，其使用間

神病藥)較容易引起錐體外副作用；

隔為2至4週。

Group3(clozapine)可能引起顆粒性白血球缺

先依據表四中不同種類的病人，從Group1-4

乏症；而clozapine、olanzapine與其他抗精神

中選擇藥物，視病人對藥物的治療反應是否

藥相比，這兩種藥物都與體重增加、胰島素

良好？有沒有無法忍受的副作用？來做劑量

阻抗和血脂異常有關，因此較不會作為一線

調整或是改變藥物。

用藥，由於許多初發性思覺失調症患者不願

藥物治療反應：

服用抗精神病藥，因此最大程度地減少不良

思覺失調症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時，最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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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美國精神醫學會-思覺失調症治療指引(第二版)中對急性期、穩定期、維持期治療給予
的建議8。
的反應通常是副作用，例如鎮靜、躁動不安

藥物劑量調整：

或姿勢性低血壓。大多數接受抗精神病藥物

大多數抗精神病藥物的劑量應盡快從初始劑

治療的患者，在前兩週內表現出最快的改善，

量增加到治療劑量。每種藥物增加劑量的時

患者可能經歷症狀減輕、幻覺或妄想可能不

程都不同，取決於患者對藥物引起鎮靜和低

那麼令人恐懼，儘管兩週後病情好轉的速度

血壓的耐受性。思覺失調症症狀的緩解通常

可能會減慢，但患者在接下來的幾周和幾個

在幾天內發生，但最長可能要四到六週。為

月內通常病情會持續好轉。

了減輕副作用，應以對個人最低有效劑量來

5

使用抗精神病藥物。

三、對藥物初始治療反應差的患者
在斷定該藥物無效之前，應在穩定的抗

少第一種藥物的量，並在幾天到幾週內，分

精神病藥物治療中，觀察患者二到六週。但

三到四步驟增加第二種藥物的量。

最近的證據顯示，如果患者在前兩週內僅對

(2)對於復發風險較高的患者：隨著第二種藥

抗精神病藥物產生微小的反應，則該患者不

物的增加，第一種藥物將維持其原始劑量。

太可能對該藥產生強烈反應9。

當第二種藥物達目標劑量時，第一種藥物可

1.劑量調整

能會逐漸減量並停用。大多可在一到兩週內

在無反應或反應差的情況下，抗精神病藥物

可完成。

的劑量可以朝建議劑量的上限逐漸增加。如

對於所有抗精神病藥物，建議逐步停用1-2

果使用較高劑量應有時間限制，並在三個月

週。這對clozapine特別重要，因clozapine突

內進行重新評估，除非看到明顯的改善，否

然停藥可能造成膽鹼反彈精神病。

則不應繼續使用較高劑量。

3.添加第二種抗精神病藥物

在副作用如靜坐不能、帕金森氏症、鎮靜或

當患者對單一藥物的治療反應不佳時，可以

失眠已掩蓋了高劑量抗精神病藥物的益處時，

考慮添加第二種抗精神病藥物，但很少有證

應考慮降低劑量。

據支持這種做法。儘管一些隨機試驗表明，

2.改用其他抗精神病藥

用另一種抗精神病藥增強clozapine可能會有

當有嚴重不良反應與副作用時，改用另一種

一定益處，但支持證據薄弱10。

抗精神病藥是有效策略，但除了clozapine外，

單獨使用兩種抗精神病藥物，皆無治療反應

並不會明顯提高療效。

的患者，建議在併用兩種抗精神病藥物之前，

改變抗精神病藥的兩種基本策略是：

先進行clozapine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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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病情穩定患者：在一到兩週內逐漸減

四、難治型思覺失調症
對初始抗精神病藥物無效，劑量調整或
改變藥物後，仍無效或反應不佳的思覺失調

症患者，被歸類為難治型思覺失調症，此類
患者應使用clozapine治療。

五、穩定期及維持期治療
從急性思覺失調症發作中恢復過來的患

的最低有效劑量，無限期繼續使用抗精神病

者，將達到穩定期，此階段的目標是維持抗

藥物。即使對於首次思覺失調症發作已緩解

精神病藥物的治療與減少副作用，避免復發

的患者，也建議使用此方法。

並促進康復。因此患者應以達到治療目標的

6

六、急性躁動症13
躁動可以定義為一種以運動不安、興奮

鎮靜作用。

和精神緊張為特徵的狀態。

給藥途徑如下所述13。

病因可能包括錐體外症候群（EPS），物質

a.標準口服製劑：抗精神病藥物Risperidone、

使用或思覺失調症疾病本身：

Olanzapine。

1.錐體外症候群-可以用Benzodiazepine治療

b.口服快速溶解製劑：可使用Risperidone、

靜坐不能，例如Lorazepam。

Olanzapine、Asenapine、Aripiprazole。

2. 物 質 使 用 或 戒 斷 - 刺 激 劑 的 使 用 ， 例 如

c.短效肌肉內（IM）注射製劑：Haloperidol、

Methamphetamine、Cocaine可能會引起躁動；

Olanzapine、Ziprasidone；

戒酒或Benzodiazepines停藥也會引起躁動。

IM Haloperidol是有效的，但應與Benztropine

3.思覺失調症本身-妄想、幻覺，可導致患者

或Diphenhydramine併用，以減少包括肌張力

煩躁不安。可單獨使用抗精神病藥藥治療，

障礙在內的嚴重錐體外副作用的風險。

或抗精神病藥物與Benzodiazepine併用來治

Haloperidol

療。儘管抗精神病藥物可能需要幾天到幾週

Benztropine 1mg的組合，肌肉內注射能有效

的時間，才能產生抗精神病作用，但對於躁

治療思覺失調症所造成的躁動。

5mg 與 Loraze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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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g 與

動不安的患者，它們通常會在幾分鐘內產生

七、結語
思覺失調症患者的一生，受到疾病嚴重

育納入國民教育的課程中，使民眾對精神疾

的影響。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對疾病康復非

病有更多的了解與包容，而家庭對患者的愛

常重要，除了穩定接受藥物治療之外，也可

與支持也非常重要，如此才能幫助患者重新

尋求非醫藥的支援，而政府應把精神健康教

回到社會，讓家庭、社會與世界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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