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漢祥等Taiwan Crit. Care Med.2009;10:36-49

36

止痛劑、鎮靜劑、抗精神病藥物及神經肌肉阻斷劑在

嚴重敗血症病人之應用

杜漢祥 1,2, 陳欽明 1,3, 鄭高珍 1,4,5

摘要

正確的使用止痛劑（analgesic agent）、鎮靜劑（sedative agent）、抗精

神病藥物（Anti-psychotic Agent）以及神經肌肉阻斷劑（neuromuscular

blockade, NMB），在照顧重症病人時是非常重要的。根據 2008年更新的戰

勝敗血症準則（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有效的使用止痛鎮靜劑也被列

為照顧嚴重敗血症病患重要的一環，特別是同時使用呼吸器的敗血症病患。因

此，本文將介紹在嚴重敗血症病患常用的止痛、鎮靜劑、抗精神病藥物及神經

肌肉阻斷劑之使用原則，包括（1）以流程圖、執行計劃的方式來使用鎮靜臨

床指引（Grade 1B）；（2）不管經由間斷或連續注射，有系統地減量或每天

停藥（讓病人甦醒），重新重整劑量至預定之鎮靜目標，可減少過度鎮靜的機

率（Grade 1B）；（3）盡量避免例行使用肌肉鬆弛劑，若必須使用，可經由

間斷或連續注射來給予，並利用週圍神經刺激器（train-of-four measurement ，

簡稱為 TOF）來監測控制（Grade 1B）。希望經由這些治療指引，可以改善

嚴重敗血症病患之高死亡率，並減少不必要之醫療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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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確的使用止痛劑（analgesic agent）、

鎮靜劑（sedat ive agent）、抗精神病藥物

（Anti-psychotic Agent）以及神經肌肉阻斷劑

（neuromuscular blockade, NMB），在照顧重

症病患時是非常重要的。重症病患常常面臨到

疼痛以及不舒服的問題。使用適當的藥物不但

可以緩解疼痛，減少焦慮躁動，甚至有時候還

可以達到約束的目的。 2008年更新的戰勝敗血

症準則（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列出

了在嚴重敗血症病患之止痛鎮靜劑及神經肌肉

阻斷劑使用原則，包括（1）以流程圖、執行計

劃的方式來使用鎮靜臨床指引（Grade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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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管經由間斷或連續注射，有系統地減量

或每天停藥（讓病人甦醒），重新重整劑量至

預定之鎮靜目標，可減少過度鎮靜的機率

（Grade 1B）；（3）盡量避免例行使用肌肉鬆

弛劑；若必須經由間斷或連續注射來使用肌肉

鬆弛劑，利用週圍神經刺激器（Train of Four）

來監測控制（Grade 1B）。1  嚴重敗血症

（severe sepsis）常常併發多重器官衰竭，而敗

血症也是造成急性肺損傷（acute lung injury）

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症（acute respiratory dis-

tress syndrome, ARDS）的原因之一。根據統

計，有 18%~46%的嚴重敗血症患者併發

ARDS並接受氣管內插管以及呼吸器治療。2-4

為了使病患與呼吸器可以配合，減少因不同步

而可能產生的併發症，鎮靜劑的使用就非常重

要。

此外，重症患者也常常需要止痛劑或鎮靜

劑來緩解疼痛或不舒服的問題。無論是疾病本

身或者是侵入性檢查和治療所造成的疼痛、焦

慮或躁動，都可能會對心理及生理造成壓力以

及負面的影響。面對重大壓力時，人體的

catecholamine、 cortisol、 glucagon等激素的

分泌會增加。在心血管方面，因交感神經張力

增加而會造成心搏變快、血壓上升，進而增加

心肌氧氣消耗，甚至造成心肌缺血及梗塞。在

呼吸方面，則會增加氧氣消耗量以及二氧化碳

產量、增加呼吸功。有些病患在轉出加護病房

後總是難忘在住院過程中的疼痛、恐懼。5  甚

至還有報告指出，此類病患易出現胰島素抗性、

高凝血狀態、免疫抑制等情況，也比較容易發

生病人與呼吸器不同步以及管路滑脫或自拔等

問題。6-9 在加護病房有效地使用止痛鎮靜劑，

可以減少病患的壓力反應、焦慮、睡眠週期失

調以及譫妄等症狀，讓病患舒適並讓治療可以

順利進行。

除了有效的使用這類藥物外，也要考慮到

敗血症病患的病生理狀態（如血行動力學不穩

定、肝腎功能異常等）以及藥物的副作用。理

想的鎮靜藥物最好能夠不影響心臟血管系統、

不抑制呼吸、作用快、代謝快、容易滴定及便

宜有效。以目前現有的藥物裡，很難有完全符

合這些條件的，因此並未有單一的藥物可以適

用於每一個病人。接下來便探討如何正確的評

估病人的狀況，並使用適當的止痛劑、鎮靜劑、

抗精神病藥物以及神經肌肉阻斷劑。

　　

（一）止痛劑（Analgesic Agent）之
評估、選擇與使用原則

（1）如何評估疼痛問題

在加護病房的環境裡，病患較容易產生焦

慮、因躁音或燈光而導致睡眠週期失調、譫妄

等問題。如果能夠與病患好好溝通，找出不舒

服的原因並給予適當的處置，可以減少藥物的

不當使用；而造成病患焦慮及躁動最常見的原

因是疼痛。因為所有重症病患都有權利得到適

當的止痛劑與處置來治療他們的疼痛，所以躁

動的病患在考慮使用鎮靜藥物之前，應先給予

適當的止痛劑，並治療可矯正的環境及生理因

素所造成的不適。10 這些常見原因包括管路置

入或錯誤所造成的不適（如氣管內插管、尿管、

鼻胃管）、與呼吸器不同步而造成低血氧或高

二氧化碳、腸胃不適、腹脹、尿脹、皮膚癢、

傷口疼痛等等。此外，提供良好的環境及合併

安眠藥和非藥物治療以改善病患的睡眠品質，

也可以減少躁動或譫妄的發生。11

由於疼痛是很主觀的感覺，評估疼痛的程

度和對止痛劑的反應，目前仍是以病患的陳述

為標準。在可能的情況下，建議使用評量表來

評估及量化疼痛。但若病患使用呼吸器而無法

以言語表達時，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評量表來

評估病患的疼痛嚴重度（圖 1）。目前最普遍

評估疼痛的指標為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由病患自行將疼痛的感覺來做比較，

藉此來量化及評估止痛劑的使用。若病患意識

不清無法溝通時，可以觀察疼痛相關的行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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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臉部表情和姿態）以及生理指標的變化（心

率偏快、血壓升高和呼吸速率變快）來監測止

痛的治療。由於這些指標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干

擾，目前的證據顯示這樣的作法可能是不恰當

的。12

（2）止痛劑之選擇

嗎啡類藥物則是加護病房中最常使用的止

痛劑。 Benzodiazepine類藥物雖有解除焦慮的

效果，但並不具有止痛的作用。重症病患常有

壓力性潰瘍以及腎功能異常的問題，使用

NSAID易引發消化道出血、血小板功能抑制以

及腎臟功能的受損。因此，非類固醇類消炎藥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NSAID）

並不建議在加護病房內使用。Meperidine

（Demerol, Pethidine）常用於術後止痛，但亦

不建議在加護病房內使用。因為Meperidine在

體內經肝臟代謝後會形成代謝產物 norme-

peridine，再由腎臟排出（排泄半衰期為 15-40

小時），13 在腎功能不好的病患， normeperidine

的堆積會則造成中樞神經系統的興奮，在臨床

上 可 能 造 成 躁 動 、 手 抖 、 肌 陣 攣

（myoclonus）、譫妄、幻覺，甚至於全身性癲

癇等症狀。因此，目前在加護病房內所使用的

止痛劑仍以鴉片類為主。鴉片類藥物當中，最

常使用的是 morphine、 fentanyl以及 hydro-

morphone（表一）。

Morphine：為水溶性，因此比 fentanyl更

慢達到尖峰濃度。其作用時間為 2至 4小時，

經由肝臟代謝後的產物morphine-6-glucuronide

Adjective Rating Scale (ARS)

Mild
Pain

No
Pain

Moderate
Pain

Severe
Pain

Very
Severe
Pain

Worst
Possible

Pain

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

0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No
Pain

Worst
Possible

Pain

1 2 3 4 5 6 7 8 9 10

圖 1、評估疼痛的評量表。（參考資料：1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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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活性物，在腎衰竭的病患可能會蓄積並造成

過度鎮靜甚至於癲癇的現象。14  因此，在腎衰

竭的病患其維持劑量應減半。Morphine經由與

μ接受器接合來達到止痛效果，其亦會誘發組

織胺的釋放。常見的副作用包括了鎮靜、亢奮

（euphoria）、瞳孔縮小、便秘、噁心、嘔吐、

尿液滯留、皮膚癢、 Oddi 氏括約肌痙攣等

等。15  Morphine有呼吸抑制、心臟抑制以及血

管擴張的作用，特別是在敗血症的病患，可能

會出現呼吸停止、心搏過慢、血壓下降等情形。

此外，morphine的副交感作用亦會減緩腸胃道

蠕動及造成尿液滯留。便秘會引起排便時腹壓

增加，導致顱內壓上升。特別是在高劑量的

morphine，容易出現意識變化以及呼吸抑制的

問題，因此在使用上要小心地調整劑量。

Hydromorphone：作用時間與morphine

相似，但效力為morphine 的 5-10倍。相對於

morphine， hydromorphone的副作用較少，不

會誘發組織胺的釋放，對血行動力學的影響也

較小。其代謝產物之止痛效果比原形更強，在

長時間及大劑量使用時，可能會有蓄積的現

象。16

Fentanyl：為脂溶性，效力為 morphine

80-100倍，其可以很快達到尖峰濃度以及止痛，

適用在急性疼痛需要快速止痛的病患。其副作

用與morphine相似，但 fentanyl不會造成組織

胺的釋放，亦沒有活性代謝產物。因此， fen-

tanyl對血行動力學的影響很小，相較於mor-

phine， fentanyl較適合使用於對血行動力學不

穩定的病患；但在大劑量快速注射下，可能會

造成心搏變慢以及胸壁僵硬等情形。

　　

（3）止痛劑之使用原則

由於作用時間較長， morphine及 hydro-

morphone適用於間歇式（intermittent）靜脈注

射，而 fentanyl則因作用時間很短，因此需要

連續性滴注（continuous infusion）。 Fentanyl

及 hydromorphone則較適用於血行動力學不穩

定或腎功能不良的病患。除了鴉片藥物外，在

適合的病患可以考慮口服 acetaminophen與鴉

表一、常用鴉片類藥物的比較。（參考資料：10, 45）

Morphine Hydromorphone Fentanyl

負載劑量 2 – 5mg 0.2 – 1.5mg 25 – 100 μg

尖峰時間 30 分鐘 20分鐘 4分鐘

作用持續時間 2 – 4 小時 2 – 3 小時 30 – 60 分鐘

排除半衰期 3 – 7 小時 2 – 3 小時 1.5 – 6 小時

滴注速率 1 – 10 mg/hr 0.2 – 2 mg/hr 25 – 350μg/hr

PCA劑量

　Bolus 0.5 – 3 mg 0.1 – 0.5 mg 10 – 75μg

　Lockout interval 10 – 20 分鐘 5 – 15 分鐘 3 – 10 分鐘

效力（Potency） 1x 5 – 10x 80 – 100x

脂溶性 1x 0.2x 600x

活性代謝產物 有 有 無

組織胺釋放 有 無 無

腎衰竭劑量調整 劑量減半 不變 劑量減量 0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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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類藥物合併使用，其止痛的效果可能比單獨

使用鴉片類藥物要來得好；17 但也有針對進行

心臟外科手術病患的研究報告指出，此種作法

是沒有太大的效果的。18 在使用上應注意劑量

的給予，尤其是在有肝功能異常的病患。

目前認為止痛劑的給予，定時或連續注射

會比 p.r.n間歇性給藥更能提供良好的止痛。因

此，我們不建議只使用 p.r.n給藥。11  更重要的

一點，每一位病患所需要的劑量是不一樣的，

劑量夠不夠則視病患對於止痛劑的反應。16  因

此，在使用上不要吝於給予止痛劑，但亦要小

心監測及評估病患對止痛劑的反應以及臨床上

是否有副作用的產生。另外，對於清醒以及有

能力的病患亦可以考慮使用病患自控式止痛裝

置（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 PCA）。使用

PCA 的止痛效果不錯，亦能增加病患的滿意

度，並減少鴉片類藥物的副作用。另外，接受

胸腹手術的病患亦有人使用 epidural 的方式給

予止痛劑，其效果並不比靜脈給藥來得差。有

報告指出，相較於靜脈給藥， epidural給藥可

能有較少的併發症，但對術後死亡率並沒有太

大的影響。19

（二）鎮靜劑（Sedative Agent）之評
估、選擇與使用原則

（1）如何評估焦慮及躁動問題

根據統計，有 85% 的病患在加護病房中

有焦慮（anxiety）、躁動（agitation）以及譫

妄（delirium）的問題。20  目前研究指出，譫

妄的發生會延長病患的住院天數以及增加死亡

率。21,22 因此，在加護病房中要小心地評估病

患是否有相關的問題，並且最好能夠建立良好

的處理流程。這樣不但能減少併發症，更有報

告指出可以減少呼吸器的使用天數以及增加拔

管的成功率。23,24

目前，除了評估病患的意識狀態外，用來

評估焦慮躁動的評量表有 Ramsay scale、 Se-

dation-Agitation Scale （SAS）  、Motor Ac-

tivity Assessment Scale （MAAS） 等等。

目前則以 Ramsay scale的使用較為普遍（表

二）。 Ramsay scale發展於 1974年，其將病

患的鎮靜程度分成六個等級。鎮靜劑的使用則

希望可以讓病患可維持在一個安靜且叫得醒的

狀態。25  基本上，希望維持病患在白天之

Ramsay scale是 2-3分，而夜晚睡眠時則為 4-

5分。

（2）鎮靜劑之選擇

經過適當的疼痛處理以及矯正其他可能的

因素後，我們可以使用適當的鎮靜劑來緩解病

患的焦慮或躁動。目前臨床上常用的靜脈注射

鎮靜劑，包括了 benzodiazepine類藥物以及

propofol。 Benzodiazepine類藥物的原型是

diazepam（valium），係經由和GABA接受器

結合而抑制神經細胞的反應性，以達到鎮靜的

效果。在加護病房中，較常用的是midazolam

（Dormicum）以及 lorazepam（Ativan）（表

三）；其他有propofol及Dexmedetomidine（表

四）。而 diazepam則相對少用。

Midazolam：在體外的狀態是水溶性，進

入體內後則因體內酸鹼值而對脂質有很高的親

合力。因此，midazolam能夠迅速通過血腦屏

蔽而產生作用，為作用最快的靜脈注射

benzodiazepine。26 Midazolam經肝臟代謝為活

性代謝產物 hydroxymidazolam，在肝臟功能不

健全的病人，其藥效時間的長短往往難以評估。

另外， cytochrome P450的抑制亦會延長

midazolam的代謝，在使用上要小心相關的藥

物交互作用。Midazolam只建議短時間使用，

當使用超過 48-72小時會造成作用累積而半衰

期延長。因此，在停藥後仍會有鎮靜作用，造

成病患之清醒時間與拔管時間無法預測。此外，

使用於血管內容積過少的病患要小心，其容易

有呼吸抑制以及低血壓的副作用。

Lorazepam：相對於midazolam，其脂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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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Ramsay鎮靜指數。（參考資料：10, 45）

清醒程度 1 焦慮、煩躁不安

2 合作、定向、安靜

3 昏昏欲睡，對指令有反應

嗜睡程度 4 嗜睡，對前額輕擊刺激及對大的聲音刺激有輕微反應

5 嗜睡，對前額輕擊刺激及對大的聲音刺激反應遲鈍

6 無反應

表三、常用 benzodiazepine類藥物的比較。（參考資料：10, 45）

Midazolam Lorazepam Diazepam

負載劑量 0.02 – 0.1mg/kg 0.02 – 0.06mg/kg 0.05 – 0.2mg/kg

尖峰時間 1 – 5 分鐘 5 – 20分鐘 2 – 5分鐘

作用持續時間 1 – 2 小時 2 – 6 小時 2 – 4 小時

排除半衰期 3 – 11 小時 8 – 15 小時 20 – 120 小時

滴注速率 0.04 – 0.2mg/kg/hr 0.01 – 0.1 mg/kg/hr 少用

效力（Potency） 3x 6x 1x

脂溶性 1.5x 0.5x 1x

活性代謝產物 有 無 無

腎衰竭劑量調整 劑量減量 0 – 50% 不變 不變

表四、其他常用鎮靜劑的比較。（參考資料：10, 45）

Propofol Dexmedetomidine

負載劑量 0.25 – 1mg/kg 1μg/kg in 10min

尖峰時間 < 1 分鐘 1 – 3分鐘

甦醒時間 10 – 15分鐘 6 – 10分鐘

滴注速率 25 – 75μg/kg/min 0.2 – 0.7μg/kg/min

活性代謝產物 無 無

呼吸抑制 有 無

副作用 低血壓 低血壓

高血脂 心搏變慢

橫紋肌溶解症 Sympathetic rebound

Propofol infusion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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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沒有這麼大，所以通過血腦屏蔽的時間較

長，發揮作用的時間也較晚。 Lorazepam的代

謝物不具活性，因此在肝腎衰竭的病人不會使

得其作用時間延長。它低血壓的副作用較少，

費用也比較便宜。在加護病房中長期需要使用

鎮靜劑的病患， lorazepam是不錯的選擇。要

注意的是 lorazepam溶解於 propylene glycol，

對其他溶液不穩定並會在靜脈導管內沈澱，因

此在滴注 lorazepam需要單獨一條的靜脈管。

大劑量或長時間給予時要小心 propylene glycol

的毒性，輕者如靜脈炎，重者則可能發生類似

敗血症之症狀、酸中毒、低血壓、心搏過慢、

急性腎小管壞死、癲癇等等。27  使用上若有懷

疑為 propylene glycol中毒，可以選擇使用其

他的鎮靜劑，如 midazolam或 propofol。

Diazepam：作用快速，半衰期很長，經肝

臟代謝成有活性的代謝產物。因此，重覆給藥

或連續滴注都容易造成過度鎮靜的情形，特別

是在老年人或肝腎功能異常的病人。在使用上

對呼吸以及循環的影響較小，因與 lorazepam

一樣含有 propylene glycol而容易有注射部位

疼痛或靜脈炎的現象。目前， diazepam較不建

議於加護病房中使用，亦不建議使用連續性滴

注。28

Propofol：為高脂溶性的藥物，可以快速

的達到鎮靜的效果（表四）。它的作用一般相

信與GABA接受器有關，但其真正的作用機轉

未明。 Propofol也會造成記憶喪失，由於其作

用時間較短，一旦停藥後，也可以迅速的恢復

神智。29 臨床上，除了鎮靜外， propofol亦適

用於神經外科病患、癲癇重積症（status

epilepticus）以及震顫性譫妄（delirium

tremens）。 Propofol經由肝臟及肝外循環代

謝，排除半衰期可到 7小時，肝腎衰竭的病患

並不影響其作用時間。其建議使用劑量為負載

劑量 0.5 – 1 mg/kg，維持劑量 0.5 – 6 mg/

kg/hr。 Propofol有較強的心血管副作用，在使

用上要小心低血壓及心肌抑制。此外，使用

propofol也要小心呼吸抑制的問題。由於

propofol的製劑中含有脂質，所以可提供 1.1

kcal/ml的熱量，長時間使用者要注意高三酸甘

油脂血症以及胰臟炎的發生。另外，在某些病

患會有注射部位疼痛、綠色尿液等不良反應。

極少部份病患會出現 propofol  infusion

syndrome，這是一種致命性的特異性反應。病

患可能會出現心搏過慢、代謝性酸中毒、心衰

竭、高血脂、橫紋肌溶解症等情形，不容易與

敗血性休克做區別。30 這種現象容易出現在長

時間使用高劑量 propofol的病患（使用> 4 –

6mg/kg/hr長達 24 – 48小時），有極高的死

亡率（> 80%）。因此，在使用 propofol時最

好可以使用較低的劑量，並根據病患的理想體

重來做計算。29

Dexmedetomidine：為新一代的鎮靜劑，

為α2接受器的阻斷劑（表四），其結合力比

clonidine高 8倍。在 1999 年美國食物藥品管

理局已核准使用於 24小時內短期適用於危急病

情之鎮靜劑。Dexmedetomidine作用快速而且

為作用時間短，停藥後 6 – 10分鐘病患則會

甦醒。在肝功能不良者其半衰期會延長，所以

劑量要調整。其優點在於有明顯的鎮靜作用，

能加強止痛劑的效果，且對呼吸系統以及血行

動力學影響較少。由於不太會有呼吸抑制，所

以亦適用於正在脫離呼吸器、睡眠呼吸中止或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其可能出現的副作用

包括低血壓及心搏變慢。若滴注超過 24小時，

在 停 藥 後 容 易 有 反 彈 性 交 感 活 性 增 加

（sympathetic rebound）的情形。

　　

（3） 鎮靜劑之使用原則

急性躁動病患需要快速鎮靜或者是危急病

患需要短時間使用鎮靜劑時，可以考慮使用

midazolam或 propofol。 Lorazepam較不適合

在需要頻繁評估意識及的快速清醒病患（如神

經科病患）， propofol在此類病患則是首選藥

物。至於需要長時間鎮靜的病患， loraze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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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不錯的選擇。26 在使用高劑量或使用超過

七天的鴉片類藥物、 benzodiazepine或者

propofol，停藥時應逐漸減量以避免戒斷反應。

如果突然停藥，可能會產生焦躁不安、對疼痛

的敏感度增加、噁心、嘔吐、冒冷汗、幻覺，

甚至抽搐等現象。戒斷症候群的發生與藥物使

用劑量的大小、使用時間越長等有關，也有人

認為跟沒有使用適度的鎮靜深度監測系統而導

致過度麻醉的情形有關。在治療上可以使用

α2 agonist（如 Dexmedetomidine），對戒斷

症候群可能有幫忙。

正如之前所提到的， 2008年的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建議以流程圖、執行計劃的

方式來使用鎮靜臨床指引（Grade 1B）；1  透

過有系統地減量或每天停藥重新重整劑量以達

到預定之鎮靜目標，可減少過度鎮靜的機率

（Grade 1B），同時也可以減少住院天數、呼

吸使用天數以及氣切的機率。23,31

　　

（三）抗精神病藥物（Anti-psychotic

Agent）之評估、選擇與使用原
則

（1）如何評估譫妄問題

在急性躁動的病患，有一群病患是以譫妄

為主。譫妄在加護病房很常見，尤其是在老年

人或之前曾經有腦傷、腦梗塞的病患尤其常見。

因加護病房的環境因素如躁音或燈光而導致睡

眠週期失調，更使得病患容易有譫妄的發生。

根據統計，在加護病房並使用呼吸的病患發生

譫妄的比例可高達 87%。20 病患可能會有意識

不清楚、缺乏定向感、失去現實感、思考內容

亂無章法的情形，故稱之為“加護病房精神病

（ICU psychosis）”。在治療這一類病患，首選

用藥則是 haloperidol。若直接使用 benzodiaz-

epine或其他藥物，可能會使得病情變得更嚴

重。但要注意的是酒精戒斷合併的譫妄，治療

上反而是以benzodiazepine為主，使用haloperi-

dol反而會加重病情。32

（2）抗精神病藥物之選擇

Haloperidol：是 dopamine接受器的拮抗

劑，一般用於治療精神分裂症。其為脂溶性，

所以能通過血腦屏蔽並於中樞神經系統發揮作

用。Haloperidol不會抑制呼吸，對血壓的影響

極小。要注意的是其會造成心電圖上的QT間

隔的延長，並可能進一步造成多形性心室頻脈

（Torsades de pointes）；因此在使用時應監測

心電圖的變化，尤其是有心律不整、酗酒、心

肌肥大病史、合併使用 amiodarone等其他藥物

者要特別小心。33 在極少數病患可能會有 neu-

roleptic malignant syndrome，臨床上可以發現

病患有高熱症、肌肉僵直、橫紋肌溶解症等情

形。34 另外， haloperidol亦可能會造成椎體外

症候群，但在短期使用很少發生這樣的副作用。

　　

（3）抗精神病藥物之使用原則

在加護病房譫妄的病患，其起始劑量為

0.5 – 10mg，視病患之譫妄程度而給予不同

的劑量，接著每 15-20分鐘投予加倍劑量。美

國的食物藥品管理局建議的使用方法是肌肉注

射，而不是靜脈注射；目前有報告指出，在加

護病房病患的使用上，連續性的靜脈注射也可

得到很好的效果。35 綜合以上所論，常規性地

評估病患是否有譫妄的症狀是有必要的，其與

病患的預後以及存活率有關。22

（四）神經肌肉阻斷劑（N e u r o m u -

scular Blockade, NMB）之評
估、選擇與使用原則

（1）神經肌肉阻斷劑之評估

在使用了適量的止痛劑以及鎮靜劑後，若

病患仍有呼吸器不同步時，可以考慮給予神經

肌肉阻斷劑，尤其是針對ARDS病患或使用一

些特殊模式，如高頻換氣等。適當的使用阻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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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可能會改善不同步的情形，從而改善肺部

的順應性（compliance）、減少氣道壓力以及

降低呼吸功。36 但目前仍無證據顯示神經肌肉

阻斷劑可以改善氧氣輸送比率及改善死亡

率。37

　　

（2）神經肌肉阻斷劑之選擇

神經肌肉阻斷劑可以分為去極化和非去極

化阻斷劑兩大類。 Succinylcholine為去極化阻

斷劑，其作用起始時間約一分鐘，作用可以維

持五至十分鐘，在臨床上的應用主要用在氣管

插管時。使用前要注意病患是否有高血鉀、橫

紋肌溶解症、腦壓上升等情形。而在加護病房

呼吸器的病患，最主要是使用非去極化阻斷劑。

使用上可以使用間歇式或連續性給藥。常用的

有三種：Pacuronium 、 Vecuronium 以及

Atracurium（表五）。

Pancuronium：是一種 aminosteroid，其

作用時間較長，在藥物停止後 60-180分鐘肌肉

功能自行恢復。 Pancuronium是由腎臟排泄，

在腎衰竭的病人應避免使用。其主要副作用是

迷走神經阻斷（vagal blockade），臨床上可以

看到心博加速以及心輸出率增加的情形，36 一

般建議緩慢點滴輸注。

Vecuronium：亦為 aminosteroid，其為

中短效作用，在藥物停止後 40-60分鐘肌肉功

能自行恢復。 Vecuronium是由肝臟代謝，其

對心臟血管的作用的影響較小。有報告指出在

腎衰竭的病人使用超過兩天，停藥後仍然會有

延 遲 性 無 力 的 情 形 ，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因

vecuronium經肝臟水解後所產生的代謝物仍有

50-80%的神經肌肉阻斷功能，在腎衰竭的病人

容易堆積而造成無力。

Atracurium：是一種 benzylquinoli-

nium，亦為中短效作用。其代謝由 Hoffman

degradation， 30分鐘左右會自行解離，故適

用於腎臟及肝臟衰竭的病人。Atracurium會引

起組織胺的釋放，進而引起血壓下降，使用上

要特別注意。

　　

（3）神經肌肉阻斷劑之使用原則

盡量避免例行使用肌肉鬆弛劑，若必須使

用神經肌肉阻斷劑，之前要先給予適度的止痛

劑以及鎮靜劑，否則病患可能會面臨意識清醒

但全身癱瘓的情形。其他常見的副作用，除了

對心血管的影響外，還包括延遲性無力

（prolonged weakness）、麻痺後症候群（post-

paralytic syndrome）等等。延遲性無力指的是

肌肉恢復超過 120分鐘，與藥物劑量以及肝腎

功能有關係。麻痺後症候群則為一種肌病變，

臨床上可以發現肢體無力、CPK增加以及肌電

圖不正常；其神經傳導速度是正常的。回顧文

獻發現，長期使用 pancuronium及 vecuronium

的病患發生延遲性無力及麻痺後症候群的機率

表五、常用神經肌肉阻斷劑的比較。（參考資料：10, 45）

Pancuronium Vecuronium Atracurium

負載劑量 0.1mg/kg 0.1mg/kg 0.4 – 0.5mg/kg

滴注速率 1 – 2 μg/kg/min 1 – 2 μg/kg/min 4 – 12 μg/kg/min

尖峰時間 3 – 5 分鐘 2 – 3 分鐘 2 – 5 分鐘

作用時間 45 – 60 分鐘 20 – 35 分鐘 20 – 35 分鐘

恢復時間 60 – 180 分鐘 40 – 60 分鐘 40 – 60 分鐘

活性代謝產物 有；腎代謝 有；肝代謝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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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atracurium高。38 有報告指出神經肌肉阻斷

劑的使用也會增加 critical illness myopathy及

polyneuropathy的機率。39 另外，同時使用類固

醇以及神經肌肉阻斷劑更容易有肌病變的發生。

因此，若病患同時使用神經肌肉阻斷劑和類固

醇時，應儘可能早點停掉神經肌肉阻斷劑。

在大部份需要神經肌肉阻斷劑的重症病患，

都可以使用 pancuronium。Atracurium則適用

於嚴重肝、腎疾病的病患。使用神經肌肉阻斷

劑時，最好可以利用週邊神經刺激器來監測。

應用每次四個連續訊號來刺激尺神經並達成四

次內收姆肌（adductor pollicis muscle）收縮則

代表為正常。此種方法稱為 train-of-four mea-

surement ，簡稱為 TOF。40,41 若四次的刺激造

成四次的肌肉收縮，表示阻斷劑劑量太少。若

TOF反應次數等於二，表示使用劑量適當；若

TOF反應次數等於零，表示阻斷劑劑量過量。

Radius等人發現使用 TOF來監測神經肌肉阻斷

劑，比起傳統臨床偵測，較能掌握肌肉功能恢

復及自發性呼吸；相反的， Strange等人則無

此發現，這可能跟使用中效或短效之神經肌肉

阻斷劑有關（vecuronium vs. atracurium）。40,41

而根據 2008年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的

建議，敗血症病患應使用 TOF來監測阻斷劑的

使用效果以及劑量（Grade 1B）。1

止痛劑、鎮靜劑、抗精神病藥物以及
神經肌肉阻斷劑之給藥通則

根據研究發現，有使用長時間連續性滴注

的給予止痛劑、鎮靜劑或神經肌肉阻斷劑的重

症病患，其呼吸器使用日數以及加護病房住院

日數都比較高。42 Kress 等人則提出“dai ly

interruption”的作法，在每一天早上都將藥物

停掉或降低劑量，重新評估病患的疼痛以及躁

動的情形，並重新調整藥物的劑量；43 他們發

現，無論是間歇式給藥或者是連續性滴注，這

樣的作法都可以減少病患的呼吸器使用日數以

及加護病房住院日數，43 也不會對病患造成心

臟方面的負擔，或增加冠心症之機率。44 此外，

若能夠建立 protocol來監測以及評估止痛鎮靜

劑的使用，可以改善病患的預後。23,25 因此，

2008年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建議：在

使用相關藥物時，最好能夠設定目標，以流程

圖、執行計劃的方式來使用鎮靜臨床指引

（Grade 1B）；不管經由間歇式或連續注射，

有系統地減量或每天停藥讓病人甦醒（daily

interruption），重新評估及調整劑量至預定之

鎮靜目標，可減少過度鎮靜的機率（Grade

1B）；儘量避免例行使用神經肌肉阻斷劑。若

必須經由間斷或連續注射來使用，亦應使用

TOF來監測阻斷劑的使用效果以及劑量（Grade

1B）。1 最後，我們附上奇美醫院之止痛、鎮

靜、譫妄臨床指引讓各位參考（圖 2）。

結論

止痛劑、鎮靜劑、抗精神病藥物以及神經

肌肉阻斷劑的使用在加護病房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選擇最合適的藥物，不但要熟悉每一種藥

物的特性，還要了解病患的病況。根據現有的

準則，規則性使用評估表來評估以及監測病患

的疼痛和焦慮是需要的；針對每位病患規劃出

治療計畫及目標，並於每天作評估以遞減藥量，

對病患是有幫忙的；所有照顧者間應有良好的

溝通以確保治療的持續性；在躁動病患應先處

理疼痛或其他可能引起焦躁的原因後，再考慮

使用鎮靜劑；以流程圖、執行計劃的方式來使

用止痛、鎮靜、譫妄臨床指引，並且有系統地

減量或每天停藥讓病人甦醒，重新評估及調整

劑量至預定之目標；不建議常規使用神經肌肉

阻斷劑，若使用也應利用監測儀器等等。期待

將來可以有更多的相關研究，以提供我們更多

的資料作參考，為病患做出最適當的選擇，減

少不必要之醫療浪費，並改善嚴重敗血症病患

之高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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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奇美醫院之止痛、鎮靜、譫妄臨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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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ANALGESIA, SEDATION, ANTI-PSY-

CHOTIC AGENT AND NEUROMUSCULAR BLOCKADE IN SE-

VERE-SEPSIS PATIENTS

Doh Han Siang1,2, Chin-Ming Chen1,3,  Kuo-Chen Cheng1,4,5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appropriately use analgesia, sedation, anti-psychotic agent
and neuromuscular blockade in the care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ccording to revised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in 2008,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sedation, analgesia,
and neuromuscular blockade take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are of severe-sepsis patien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ventilator use. Thus, we will introduce th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f analgesia, sedation, anti-psychotic agent and neuromuscular blockade in severe-
sepsis patients, including: (1) use sedation protocols with a sedation goal for critically
ill mechanically ventilated patients (Grade 1B); (2) use either intermittent bolus sedation
or continuous infusion sedation to predetermined end points (sedation scales), with
daily interruption/lightening to produce awakening; re-titrate if necessary (Grade 1B);
avoid neuromuscular blockade where possible; monitor depth of block with train of
four when using continuous infusions (Grade 1B). We wish to improve the high mortality
rate and expenditure in severe-sepsis patients under these guidelines.

Key words: Analgesia, Sedation, Anti-psychotic agent, Neuromuscular blockade and
severe sep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