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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素有「帝王病」之稱的痛風，在臺灣及全世界的盛行率逐年上升。2007年中華民國風濕

病醫學會發佈臺灣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診療指引1；而美國在過去對痛風的治療則未

有明確的規範，直到2012年10月，美國風溼病學院（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ACR）

發表痛風治療準則2，這些指引旨在提供臨床醫療人員明確、完整的降尿酸治療規範（包含調

整生活飲食習慣）、慢性關節痛風石治療、急性痛風的止痛及抗發炎治療，以及急性痛風的預

防藥物。  

痛風起因於血中尿酸值高於6.8~7.0 mg/dL所引起的臨床及病理異常表徵，過飽和之關節

細胞外液，累積尿酸結晶而導致痛風。通常第一次典型的痛風發作，都是急性關節炎，而慢

性痛風常有1個以上的關節病灶。痛風所帶來的困擾，除了因疼痛影響病人的活動功能，嚴重

者也可能伴隨腎結石的狀況3。這個影響美國3.9%成年人的文明病好發於男性（90–95%）1-2，

美國風溼病學院制定ACR治療準則之專家群（Task force panel, TFP）認為，一般治療的核心

目標在於改善病人的生活、飲食型態。TFP同時指出，對所有可能引發病人痛風的共病因素應

該進行管理控制（表一）2；他們列出皆為證據等級C的文獻依據，提出會造成尿酸增加製造

或降低排除的藥物或疾病，當病人有表列相關的風險因素時，應進行尿液常規、腎臟超音波

檢查，全血細胞檢查，或尿酸定量分析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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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引發痛風的共病因素（證據等級C註1）2 

1 肥胖、飲食因素 

2 飲酒過量 

3 代謝症候群、第二型糖尿病 

4 高血壓 

5 高血脂、有冠狀動脈病或中風危險因子 

6 服用會增加血中尿酸值的藥物 

7 曾發生尿道尿酸結石 

8 慢性腎臟病、慢性腎絲球病、慢性腎間質病（如無痛性腎病、多囊性腎病） 

9 某些病人，潛在或遺傳性原因造成尿酸過度製造（如先天嘌呤代謝異常、牛皮癬、骨髓

增生症、或淋巴球增生症） 

10 鉛中毒 
註1： 

證據等級A：multipl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或meta-analyses 

證據等級B：single randomized trial或nonrandomized studies 

證據等級C：consensus opinion of experts, case studies或strandard of care 

 

 

貳貳貳貳、、、、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治療治療治療治療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一、高尿酸血症的治療 

過去痛風的治療分為急性發作期與慢性期兩大類，兩者使用的藥物不同。急性疼痛期會

使用消炎止痛藥，有時可加上colchicine，一般認為此時使用降尿酸藥物並沒有幫助。降尿酸

藥物主要用於慢性期，維持血中尿酸濃度小於6 mg/dL，預防痛風再次發作1。 

對於降尿酸藥物的使用，ACR痛風治療準則認為有痛風性關節炎的病人，若有痛風石、

每年發作2次以上急性痛風、第二期以上慢性腎臟病，或曾經有泌尿道尿酸結石者，都應接受

降尿酸藥物的治療。ACR痛風治療準則認為第一線的降尿酸藥物是黃嘌呤氧化酶抑制劑

（Xanthine oxidase inhibitor, XOI）類的allopurinol或febuxostat，並且希望能維持血中尿酸濃度

小於6 mg/dL，甚至小於5 mg/dL。使用allopurinol須從低劑量開始，通常小於100 mg/day，嚴

重腎功能不良者更低，然後每2～5週再慢慢增加至300 mg/day以上，這個劑量亦可適用在慢性

腎臟病人。使用allopurinol前，建議檢測HLA-B 5801對偶基因，檢測出陽性者為allopurinol藥

物過敏高危險群（通常發生於第三期以上慢性腎臟病的韓裔、漢人、泰裔）2。 

若單獨使用XOI尚無法有效控制血中尿酸值者，建議再合併 1 個促尿酸排除劑。嚴重或

難治之痛風，可使用新藥pegloticase控制尿酸（目前臺灣尚未引進）2。 

ACR痛風治療準則建議，一旦診斷出痛風，基本的治療處置流程應由改善病人生活習慣

開始（圖一）。臨床醫療人員對這類的病人，最重要的治療衛教核心目標要放在改善生活飲

食習慣，例如協助肥胖病人減重達到合適之BMI（建議<24）值，戒菸，健康飲食攝取、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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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以達到健康體態，及適量的水分補充等（表二）。其次則是促使病人瞭解治療目的，控

制可能引發痛風的共病風險因素2。 

 

痛風診斷確認

基本建議：

1. 病人衛教、飲食與生活習慣建議（表二）
2. 檢查高尿酸血症的次發原因（共病因素、表一）

3.  考慮移除引起高尿酸之不必要藥物註

4. 評估臨床上痛風的負擔（痛風石、發作頻率、急慢性症狀）

降尿酸藥物之適應症：

任何痛風性關節炎病人及

1. 有痛風石

2. 每年發作2次以上急性痛風

3.  第二期以上慢性腎臟病

4. 曾經有泌尿道尿酸結石者

治療達到目標尿酸值：

1. 至少小於6 mg/dL

2. 可能需要小於5 mg/dL來改善痛風的表現與症狀

選擇第一線降尿酸藥物 - XOI類
Allopurinol or feburostat（不

適用allopurinol者可選擇
probenecid替代）

預防急性痛風：
同時開始預防性抗發炎藥物與急

性痛風治療

達到目標血中尿酸濃度？
增加降尿酸藥物的強度
（再次評估尿酸值）

痛風的長期控制：

1. 若有痛風的症狀與表現，需維持預防性治療（≧1個以上痛風石）

2. 持續定期追蹤尿酸值與監測降尿酸藥物的不良反應

3. 當所有痛風關節炎及可觸及之痛風石、急性痛風都緩解，持續所有處置（含降尿酸藥物）

以維持血中尿酸值≦6 mg/dL

4. 若有下列狀況，建議轉介專科醫師：

  (1) 有不明原因的高尿酸血症

  (2) 反覆難治痛風表現與症狀

  (3) 不易達到目標尿酸值，尤其是腎功能不佳又使用XOI者

  (4) 使用降尿酸藥物產生副作用或嚴重不良反應者

若已開立降尿酸藥物

未達到

註 可能引起高尿酸血症之非必要藥物，如：1. Niacin用來治療高血脂；2. calcineurin抑制劑併

用cyclosporine或tacrolimus，或併用非必要的免疫抑制劑；3. Thiazide或loop類利尿劑。 

圖一、痛風的基礎治療計畫總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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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痛風病人之生活型態管理2 

應避免應避免應避免應避免 應限制應限制應限制應限制 應鼓勵應鼓勵應鼓勵應鼓勵 

食用含高嘌呤的內臟（肝、

腎、胰臟） 

牛羊豬的攝取量、高嘌呤含量的海

鮮（沙丁魚、甲殼類）的攝取量 

食用低脂或無脂餐 

天然糖份果汁的攝取量 

糖份、含糖飲料與甜點的攝取量 

含高果糖玉米糖漿汽水、飲

料、食物 

鹽分、醬料、肉汁的攝取量 

多吃蔬菜 

飲酒過量（男性每天多於2

份、女性每天多於1份） 

痛風期飲酒（經常發作、控制

不良的痛風患者） 

飲酒（尤其是啤酒，白酒、紅酒或

烈酒） 

 

 

 

二、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的治療與預防發炎4 

根據ACR痛風治療準則，急性痛風發作時，在24小時內應當使用藥物治療（非類固醇抗

發炎藥NSAIDs、類固醇、口服colchicine），且急性發作期不應停止原有的降尿酸藥物療程。

若已開始降尿酸藥物療程，也應同時接受預防性抗發炎藥物。除非耐受性不良或有禁忌症，

痛風病人應以口服colchicine作為長期預防發作的第一線藥物，且應注意藥物交互作用，及腎

功能不佳者需調整劑量，此外低劑量的NSAIDs亦適合作第一線藥物。 

急性痛風的控制（圖二），一般原則有三： 

（一）急性痛風發作應當用藥； 

（二）急性痛風發作24小時內應使用藥物治療，以達到理想的照顧目標； 

（三）急性發作期不應停止原有的降尿酸藥物療程。 

 

雖然非類固醇抗發炎藥NSAIDs、類固醇、口服colchicine同樣都是第一線藥物，臨床醫療

人員可考慮是否有相關禁忌症、是否正在接受該藥物作為預防、是否適用口服藥品等來選擇

單一治療藥物。 

預防急性痛風，通常會開始使用降尿酸藥物，可再搭配低劑量colchicine（0.5 mg qd -bid）

或低劑量的NSAIDs。假使對colchicine及NSAIDs耐受不良，第二線藥物可使用低劑量的

prednisolone（≦ 10 mg/day）。使用預防性降尿酸藥物，需持續評估痛風之表現與症狀的活

動程度；有症狀則繼續治療，若無症狀則維持至少6個月療程。對已達目標尿酸值之無痛風石

病人維持3個月療程，有痛風石者維持6個月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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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嚴重程度

單一治療

選擇合併藥物治療（當有嚴重且多關節時，
起始劑量可使用全劑量的colchicine + 

NSAIDs，口服類固醇 + colchicine或關節內

注射類固醇 + NSAIDs或colchicine）

需要時局部冰敷輔助

NSAIDs（或COX-2抑制劑註） 口服類固醇 Colchicine

治療結果

1. 病人衛教：包含調整食物及生活型
態，尿酸過多在痛風及其治療目標的
角色，急性痛風發作的自我即時性處
理等

2. 考慮處方降尿酸用藥或調整降尿酸

用藥

轉換至其他單一治療藥物 選擇性合併用藥

治療結果

其他發展中非核准適應症用法

嚴重疼痛，尤其是多個
小關節發作，或是多個

大關節發作

反應不良

反應不良 反應良好

註
：選擇性COX-2抑制劑etoricobib可適用於對NSAIDs有腸胃道禁忌症者，但是這類藥物仍有

NSAIDs類的許多不良反應。對於celecoxib則需要較高劑量，但是風險效益比不明。 

圖二、急性痛風發作的控制流程4 

 
 

参参参参、、、、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臺灣高尿酸血症病人約200萬人，高尿酸血症約10%會發生痛風，因此估計約20萬人正飽

受痛風之苦；而據統計只有低於20%的患者下定決心改變不健康的生活習慣5，可見ACR痛風

治療準則特別強調病人衛教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痛風患者的共病症也必須良好控制，選擇

治療共病因素的藥物，也必須是避免會引起高尿酸血症者。傳統上用於急性痛風的colchicine，

現在低劑量使用也可長期預防痛風發作。而只有在病人與醫療人員共同配合努力下，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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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地控制痛風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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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抗病毒抗病毒抗病毒抗病毒藥藥藥藥 telaprevir 與與與與 peginterferon alfa, ribavirin 併用併用併用併用可能導致嚴重皮膚可能導致嚴重皮膚可能導致嚴重皮膚可能導致嚴重皮膚

不不不不良反應良反應良反應良反應 1 

美國 FDA 最近接獲幾起使用蛋白酶抑制劑 telaprevir (incevek®)與 peginterferon alfa, 

ribavirin併用導致之嚴重皮膚不良反應，有些案例甚至死亡。因此增加警語警示臨床醫療人

員，當發現併用時有皮疹等症狀產生時，必須立即停止使用 1。 

在德國一項使用 teleprevir治療慢性 C 型肝炎的臨床試驗指出，100位病人於 12週的觀測

期間曾有 99%的病人產生不良反應，甚至 6%有嚴重不良反應。這些不良反應中，54%是皮膚

不良反應、48%腸胃道不良反應、30%直腸肛門不適、29%皮疹以及 23%貧血；其中 97.1%的

皮疹嚴重度僅是輕微到中度 2。 

美國 FDA 提醒臨床醫療人員，需確認正在使用 telaprevir的病人，都瞭解此藥可能產生

的嚴重皮膚不良反應。經查若病人有嚴重皮膚不良反應，必須立即停止使用並緊急就醫。此

外需考慮停用其它正在使用、也可能導致嚴重皮膚不良反應的藥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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