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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介紹 
uadrivalent human 
apillomavirus recombinant 
accine (Gardasil®) 

中興院區藥劑科   許瀞之藥師 

子宮頸癌為台灣女性十大死因

一。99%的子宮頸癌都是人類乳突

毒(Human papillomavirous; HPV)

導致的。四價子宮頸癌疫苗是醫療

技的重大突破，衛生署在 2006 年

核准此藥上市，給予台灣女性健康

一道防護，遠離子宮頸癌危害。 

HPV 是一種很普遍的病毒，有

過 200 種的型別，有的無害，有的

導致生殖器周邊的疾病，與子宮頸

、外陰癌、陰道癌以及相關的癌前

變。大部分的人感染這些病毒後會

動清除，如果這些病毒沒有自動清

，可能演變為子宮頸癌前病變或子

宮頸癌。估計有性行為的人有一半以

上曾感染過人類乳突病毒。不論男

女，只要發生生殖器接觸的性行為，

就有可能感染。 

Gardasil® (quadrivalent human 

papillomavirus recombinant vaccine)

為非感染性基因重組四價疫苗，乃是

將第 6、11、16 及第 18 型HPV的主

要外鞘蛋白(L1)所形成的類病毒微

粒(VLPs)予以高度純化後製備而得。 

目前已知約 70%的子宮頸癌是

由 HPV 16 與 18 型引起的。 

適應症 
9-26 歲女性之預防接種；可用

以預防由人類乳突病毒四型(第六、

十一、十六及十八)所引起的病變，

如：子宮頸癌前期或分化不良的病變

和癌症、陰道及外陰部癌前期或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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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良的病變、生殖器疣(俗稱菜花)。  

用法 
肌肉注射方式施打於上臂的三

角肌區域或大腿前外側區域較高的

部位，共分三劑，接種時間為第 0、

第 2 及第 6 個月。 

禁忌 
對本疫苗之活性成分或任何賦

形劑過敏者。曾於接種一劑Gardasil®

後出現過敏症狀者，不可再接種後續

劑量。 

副作用 
最常見的副作用為注射部位疼

痛、腫脹、紅斑或搔癢，一般來說症

狀都很輕微。 

注意事項 
1. 與任何疫苗一樣，接種疫苗不一

定能在所有施打者身上產生保護

作用，因此有性行為的女性仍應

每年進行子宮頸抹片檢查。另

外，本疫苗並不能用來治療因已

經感染人類乳突病毒而引發的疾

病。 

2. 沒有性行為者可直接接種 HPV 

疫苗。有過性行為且超過一年沒

有接受子宮頸抹片者應先接受子

宮頸抹片檢查。施打疫苗前，不

需要先進行子宮頸 HPV 篩檢。 

3. 有性行為而適合接種四價HPV疫

苗者為：子宮頸抹片檢查曾經有

過異常、HPV 測試結果曾經為陽

性、曾經有過生殖器疣（菜花）、

曾經罹患子宮頸癌前病變現已痊

癒者。 

4. 不建議接種四價 HPV 疫苗者為：

對四價HPV疫苗所含的任何一種

成份有過敏紀錄、曾經於接種四

價 HPV 疫苗有過敏的人、已懷孕

或計劃即將懷孕的女性、已罹患

子宮頸癌、正罹患子宮頸癌前病

變。 

5. 此疫苗健保未給付，需自費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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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諮詢 
中興院區   許瀞之藥師 

問 1： 

聽說 sorbitol 對血糖影響較低，

那 sorbitol 的製劑是否對糖尿病人會

比較好? 

答 1： 

Sorbitol 又稱為山梨糖醇，甜味

大約是蔗糖的一半，一公克可產生三

大卡的熱量，在工業上則和甘油類似

可用以做保濕劑、稠化劑及滑動媒

介。其化學結構與葡萄糖或其它糖類

相似，可以提供人體能量。具有以下

特性： 

1. 口服安全，因腸胃的吸收較慢，因

此不會使血糖快速上升。另外也不

會使血脂上升。 

2. 沒有引發癌症的危險性。 

3. 味道和蔗糖較像，易被接受。 

4. 因為甜度較蔗糖低，並且不易被口

中的細菌利用，還具有清涼的甜

味，所以常常用於口香糖，也可以

預防蛀牙。 

5. 因為這些糖醇類較難消化，若大量

食用很可能會造成腹瀉情況。 

6. 雖然熱量只有蔗糖的一半，多吃還

是會變胖。 

因為吸收慢，對血糖的影響不

大，故多數用來製造糖尿病食品及低

熱量糖果。 

臨床上則沒有以 sorbital 輸液代

替葡萄糖輸液來控制血糖的說法，主

要原因是輸注液是直接打到血管

內，並非藉由消化道的方式吸收。 

雖然 30%的 sorbitol溶液在 TPN

上可當作糖分補充劑，不過通常不建

議使用，因為有發生乳酸中毒的危

險。 

以下為糖尿病人常見使用的甜

味劑的說明： 

1. 玉米糖漿 : 

是以酸或酵素將玉米澱粉分解

所製成，混合了多醣、雙醣的液體。

按照分解的程度不同，甜度也不相

同，多數用在飲料類的食品中。  

2. 乳糖 : 

是主要存在奶品之中的雙醣，經

酵素分解後，可以得到半乳糖和葡萄

糖。甜度低，通常不作為甜味劑使

用。有乳糖不耐症的人，食用後會引

起腹瀉。  

3. 果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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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存在於水果中，甜度是蔗糖

的 1.7 倍，因為甜度較高，用量較蔗

糖少時即可達到相同的甜度，且果糖

不需要依賴胰島素作用便可被人體

吸收利用，所以曾有人建議糖尿病患

者用果糖取代蔗糖，但所使用蔗糖

(或其它天然的糖)的量不應超過總

熱量的 10%。  

4. 山梨糖醇、甘露糖醇、麥芽糖醇、

木糖 : 

這些具有甜味的物質的化學結

構皆與葡萄糖或其它糖類相似，它們

與果糖相同，不需胰島素的作用即可

被人體吸收利用，也可以提供人體能

量。因為吸收慢，對血糖的影響不

大，故常用來製造糖尿病食品及低熱

量糖果。但山梨糖醇及其它醇糖類在

小腸的吸收很慢，若是大量食用，可

能會造成腹瀉的後果。  

5. Saccharin (糖精) : 

糖精是無熱量的人工合成甜味

劑，甜度是蔗糖的 300-500 倍，但有

輕微的苦味和金屬味殘留在舌頭

上。它不會被人體消化分解，直接自

尿中排泄，不會堆積在體內。 

1977 年時，由動物實驗證實大

量餵予糖精的老鼠，其第二代的雄鼠

罹患膀胱癌顯著增加，於是糖精被禁

止使用。但到了 1979 年時，美國國

家科學院則認為糖精雖然具有使人

罹患癌症的危險，但它對於糖尿病、

肥胖者及預防齲齒上，有其好處，故

不全面禁止糖精的使用，直到 1991

年，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FDA)收回

了自 1977 年以來的禁令，但是警告

消費者「糖精可能致癌」的警語仍舊

必須標示在食品標簽上。  

使用糖精時，兒童及成人每天最

高的用量限制分別是 500 和 1000 毫

克。而市面上利用糖精所製成的代

糖，每一包大約含有 40 毫克的糖

精，甜度大約與 2 茶匙蔗糖(8 公克)

相等。 

6. Aspartame (阿斯巴甜) : 

由氨基酸組成，是具有熱量的甜

味劑，在食用後沒有餘味，每公克含

有四大卡熱量，但它的甜度是蔗糖的

200 倍，只需要很少的量即可達理想

甜度，因此熱量可忽略不計。不過阿

斯巴甜不耐熱，加熱後會被分解而失

去甜味，故不適合烹煮或烘焙，通常

只在溫、冷飲中使用。  

在腸道中會被分解，由於其中含

有苯酮酸(一種氨基酸)，患有苯酮尿

症的患者需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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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實阿斯巴甜可以安全的

給健康的成人、兒童、青少年、孕、

產婦及糖尿病患者使用。目前市面上

可以見到的商品有三多甜、健怡糖、

金美適甜、EQUAL (怡口)等。  

7. Acesuflame potassium (醋磺內酯

鉀)： 

不具熱量，對熱穩定，可用於烹

調與烘焙。不被消化分解，食入後直

接由消化道排泄。一般使用無殘留味, 

但高量使用時會有輕微的餘味。與其

它甜味劑共同使用時，有增強甜度的

作用。 

 

 

 

 

 

 

 

 

 

 

 

 

問 2： 

使用 Mannitol 輸注液時發生沉

澱的現象，該如何處理? 

答 2： 

Mannitol 在低溫下易形成結晶

或形成羽絨沉澱物，建議使用時，避

免放置於出風口附近或低溫處，若在

使用前有產生結晶或沉澱請將此產

品回溫 40-50 (℃ 文獻指出可加溫至

60-80 )℃，回溫的方式可將其放入熱

水約 60-80℃中或以保溫袋、熱毛巾

保溫，並振搖加速溶解，待結晶溶解

消失後再使用。若輸注過程中因低溫

而產生沉澱於管路時，務必停止輸

注，並更換全新管路，故使用中應避

免氣溫降低而產生沉澱。此產品開封

後應於 24 小時內完成輸注，以確保

藥品之效用。 

參考資料：  

1. http://www.flavor.net.tw/forum

2. Handbook on injectable drug 11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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