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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97》

雙磷酸鹽類藥品之風險管理與顎骨壞死案例探討
時
間：106 年 9 月 23 日（星期六）13：30~15：30
地
點：臺大醫院第七講堂（臺北市常德街 1 號）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醫學會、台大醫院、社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執行單位：各縣市醫師公會
校
閱：李明濱、張必正
講題及演講者
講題及演講者
● 雙磷酸鹽類藥品之風險管理與藥害案例分析

● 雙磷酸鹽類藥品之風險與實務探討

林敏雄

國泰綜合醫院藥理諮詢中心

李正喆

台大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

整理紀錄：張哲瑞

雙磷酸鹽類藥品之風險管理與藥害案例分析
主講人：林敏雄主任（國泰綜合醫院藥理諮詢中心）

一、雙磷酸鹽類 (bisphosphonates)
藥 品 是 治 療 骨 質 疏 鬆 症 常 見 的 藥 品， 雖 然 在
中文仿單中已經刊載此類藥品可能引起顎骨壞死
(osteonecrosis of jaw,ONJ) 及非典型股骨骨折 (atypical
femur fracture) 等嚴重不良反應，但是近年類似案件
陸續發生。
二、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統計

三、雙磷酸鹽相關顎骨壞死併發症 (BRONJ) 與藥
物相關顎骨壞死併發症 (MRO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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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ONJ: Bisphosphonate-related osteonecrosis of
the jaw。
2. MRONJ: Medication-related osteonecrosis of the
jaw。
3. 雙磷酸鹽或其他藥物相關之顎骨壞死併發症過
去常通稱為BRONJ。2014 年美國口腔顎面外
科學會 (AAOMS) 建議更名為MRONJ來包含各
種藥物相關的併發症。MRONJ 的相關藥物包
括使用抗骨吸收藥物 (antiresorptive agents)、
抗血管生成藥物(antiangiogenic agent)、長期使
用類固醇等。
4. 臨床治療上常使用於骨質疏鬆症治療及癌症骨
轉移治療。藥物相關之顎骨壞死常見症狀包含
非特異性的疼痛，或壞死的骨頭暴露。癌症病
人發生 MRONJ 的比率較單純骨質疏鬆的病人
為高 (0.7%~6.7% vs. 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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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雙磷酸鹽藥物藥害救濟申請案
1. 總計 2,822 例已審定之藥害救濟申請案例中，
雙磷酸鹽類藥物相關之申請案占 1.7 %，共 48
例 ( 統 計 數 據 至 106 年 7 月 )。 其 中 26 案 救 濟
(54%)，22 案未救濟 (46%)。
2. 獲藥害救濟之案例，77% 為 ONJ。不予救濟案
例之原因，屬於藥害救濟法第 13 條第 9 款：
「常
見且可預期之藥物不良反應」占 55%。
五、案例一：alendronate-induced ONJ
1. 背景：62歲女性，有高血壓、骨關節病等病
史。
2. 用藥原因：101年6月至103年3月因骨質疏鬆
症，處方Fosamax Plus® (alendronate 70 mg +
vitamin D3 2800 IU) 1#每週口服一次。
3. 不良反應：102年1月發現於先前植牙處（96年
/左下7）牙齦有發炎情形，多次至牙科就診治
療未改善。103年4月住院接受左下顎人工植牙
移除及清創手術，診斷為左下顎骨雙磷酸鹽骨
壞死。103年6月牙科手術後之病理組織報告為
慢性骨髓炎(osteomyelitis)。
4. 案例分析
(1) 本案左下顎骨壞死之發生，可能與自身牙
周疾病、骨髓炎、口腔衛生習慣不良、侵
入性牙科手術等有關聯，亦無法排除與所
使用藥物無關聯。
(2) 個案於 alendronate 用藥期間出現牙痛及牙
周炎等病症多次就診，故提請注意：處方含
alendronate 成分之藥物時，宜定期詢問病人
之牙病史與牙科手術史，並需適時停藥。
六、案例二：zoledronic acid-induced ONJ
1. 背景：66 歲男性，有吸菸史約20 年，有多發
性骨髓瘤等病史。
2. 用藥原因：100年9月至101年12月期間，因多發
性骨髓瘤且併有骨質疏鬆、壓迫性骨折，處方
每月一次zoledronic acid 4 mg 靜脈注射治療。
3. 不良反應：101年1月開始，因牙周炎多次至
牙科門診就醫，期間曾進行多次拔牙、清創
與腐骨清除術，另於103年5月間住院治療，
經診斷疑為雙磷酸鹽藥物相關之下顎骨壞死
(BRO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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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分析
(1) 本案有關 BRONJ 之發生雖無法排除與所使
用藥物無關聯，惟個案有吸菸習慣且因多
發性骨髓瘤，使用 zoledronic acid 後，出現
ONJ 係屬常見且可預期之藥物不良反應（發
生率 > 1%）。
(2) 癌 症 病 人 注 射 雙 磷 酸 鹽 治 療 4 至 12 個 月
發 生 BRONJ 之 機 率 為 1.5 % (J Clin Oncol
2005;23: 8580-8587 ) 。若期間曾拔牙，則發
生 率 提 高 至 6.67 - 9.1 %（J Oral Maxillofac
Surg 2007;65:415-423）。
七、雙磷酸鹽類成分藥品風險管理計畫
1. 針對雙磷酸鹽類成分藥品之顎骨壞死及非典型
股骨骨折風險，讓病人及醫療人員瞭解下列事
項，以降低風險之情形。
(1) 讓病人瞭解於用藥前及用藥期間之應注意
事項，以及顎骨壞死與非典型股骨骨折之
初期症狀。
(2) 讓醫療人員瞭解使用該藥品可能發生顎骨
壞死與非典型股骨骨折之風險，於處方藥
品前須注意事項，以及病人於用藥期間須
注意及提醒病人之事項。
2. 病人用藥安全指引(Medication Guide)：藥商配
合擬定含雙磷酸鹽類成分藥品之「病人用藥安
全指引」，同時與醫療機構或藥局合作，將此
「病人用藥安全指引」交付予病人，並提醒醫
療人員於首次給藥時進行用藥指導。
(1) 在使用期間，請保持好個人口腔衛生，並
定期至牙科門診追蹤。
(2) 若需要拔牙、植牙等侵入性之相關手術，
請先告知牙醫師您正在使用雙磷酸鹽類藥
物，並經醫師評估後始可施行。
(3) 本藥品須由醫師處方使用，病人不可自行
購買。
(4) 持續感覺口腔牙齦疼痛、腫脹、化膿、唇
或顏面麻木感、牙齒鬆動或脫落、齒槽骨
暴露、牙齒傷口無法癒合等症狀，可能有
顎骨壞死的風險。
(5) 持續感覺到大腿、鼠蹊部或髖部疼痛，可
能有非典型大腿骨骨折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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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前應由醫師確認口腔狀況，包括無明
顯牙齦流血、疼痛或發炎等狀況。
(7) 如有下列情形會主動告知您的醫師：即將
或正進行牙科手術、拔牙等侵入性牙科治
療；曾服用過或正在服用雙磷酸鹽類或其

他抗骨鬆症藥品。
(8) 使用期間應注意事項：維持口腔清潔並經
常漱口以保持口腔濕潤；定期至牙科診所
接受口腔檢查；注意相關症狀。

雙磷酸鹽類藥品之風險與實務探討
主講人：李正喆主任（台大醫院牙科部口腔顎面外科）

一、雙磷酸鹽藥物如何作用
藥物進入體內後與骨基質產生高親合力（半衰期
>10 年）→藥物濃度集中在骨吸收處→破骨細胞吸收
骨時，雙磷酸鹽粒子釋出，而由破骨細胞噬入→破骨
細胞引發細胞凋亡，功能受到抑制。
二、雙磷酸鹽藥物抗骨吸收治療適應症
1. 骨質疏鬆症
(1) Fosamax® 福善美 (PO, Q1W) (1995)
(2) Aclasta® 骨力強 (IV, Q1Y) (2007)
(3) Bonviva® 骨維壯 (IV, Q3M) (2003)
2. 癌症骨轉移
(1) Zometa® 卓骨祂 (IV, Q1M) (2001)
(2) Aredia® 雷狄亞 (IV, Q1M) (1991)
三、藥物相關顎骨壞死病例定義
1. 目前或過去曾使用抗骨吸收藥物。
2. 可用目視或探針經由口內或口外瘻管發現顎骨
暴露，持續超過八星期未癒合。
3. 先前無顎骨放射治療病史，或無明顯身體其它
處癌症轉移顎骨之跡象。
四、雙磷酸鹽類藥物導致顎骨壞死之機轉 – 抑制骨
新陳代謝能力
1. 雙磷酸鹽類藥物使用→抑制破骨細胞活性→造
骨細胞活性及數目降低→(拔牙後)新骨無法形
成傷口無法癒合→顎骨壞死→(感染)骨髓炎。
2. 其他相關機轉：抑制血管增生、壓抑骨新陳代
謝、口腔易有傷口及細菌感染、口腔易有傷口
及細菌感染、顎骨易感性、骨微裂累積、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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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失調。
五、藥物相關顎骨壞死的診斷
1. 藥物相關顎骨壞死的臨床症狀：齒槽骨暴露、
口腔疼痛、牙齦腫脹化膿、下顎及唇麻木感、
牙齦潰瘍、口內口外相通、牙齒鬆動。
2. 藥物相關顎骨壞死放射檢查表現 (環口顎X光
片、電腦斷層、骨掃描)：與一般骨髓炎表現相
同–骨吸收、骨硬化、蟲蛀樣、腐骨分離形成。
3. 切片。
六、藥物相關顎骨壞死分期及治療
1. 存在風險（任何病人使用抗骨吸收藥物中）
(1) 不需治療。
(2) 病人衛教。
2. 第0期 (2009 AAOMS：自發性顎骨疼痛及麻感
但無任何顎骨壞死之臨床或X光片表現)
(1) 抗生素及止痛藥使用。
(2) 50% 第 0 期病例不會進展成臨床有症狀之骨
壞死。
3. 第1期 (腐骨暴露但無其它臨床感染症狀)
(1) 抗 菌 漱 口 水 (0.12% chlorohexidine solution
TID)。
(2) 每 3 個月定期追蹤。
(3) 病人衛教 。
(4) 與處方醫師討論是否停藥。
4. 第2期（腐骨暴露合併其它臨床感染症狀，如
紅痛膿腫）
(1) 口服抗生素 (amoxicillin 500 mg TID x 2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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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2) 抗菌漱口水。
(3) 疼痛控制。
(4) 局部表淺清創、避免刺激。
(5) 必要時重覆治療或手術 (3 個月至 2 年的癒
合期 )。
5. 第3期 (腐骨暴露合併其它臨床感染症狀，以及
病理骨折、口外瘻管、骨吸收至下顎骨下緣、
或腐骨暴露局部之鼻竇炎)
(1) 抗菌漱口水。
(2) 抗生素及疼痛控制。
(3) 腐骨清除或顎骨切除手術。
(4) 金屬板或自體骨顎骨重建。
6. 無任何治療方法可立即有效治癒雙磷酸鹽藥物
相關顎骨壞死。
七、顎骨壞死後雙磷酸鹽藥物停用是否有幫助
1. 靜脈注射：短期無幫助，長期追蹤也許有幫
助。
2. 口服：停用藥物後即使未清創，大部分會逐漸
改善或自發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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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雙磷酸鹽藥物對植牙的影響
1. 雙磷酸鹽及骨質疏鬆症會影響植牙後之骨整合
→早期顎骨壞死：手術相關 (植牙術後二個月
內)。
2. 植牙手術或其後之植體周圍發炎可能造成使用
雙磷酸鹽藥物病人顎骨壞死→晚期顎骨壞死：
感染相關 (植牙術後七個月以上)。
九、骨壞死之預防
1. 牙科醫師應讓病人牙齒處在良好狀態，以降低
未來拔牙之機會。
2. 口服雙磷酸鹽小於三年：無危險因子者拔牙等
口腔侵入性手術不需延遲或改變。
3. 口服雙磷酸鹽三年以上：拔牙等口腔侵入性手
術前停止藥物使用3個月。
4. 拔牙前先給予抗生素預防；拔牙時儘量減少傷
害。
5. 拔牙前停止雙磷酸鹽的使用，短期雖無法影響
已與顎骨鍵結之藥物濃度，但可以減少在血液
中的藥物濃度，進而減少對口腔黏膜表皮細胞
之毒性，有助於拔牙傷口軟組織的癒合（美國
口腔顎面外科學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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