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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重用藥，多發生於老年人，文獻顯示當病人的藥物使用越多，發生藥物交互作

用的機率就會越大，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率也會增加，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本研究

目的為針對門診病人用藥，分析其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的現況。

本研究為回溯性研究，收集本院民國93年1至3月，處方數至少兩筆、處方天數大

於等於14天之門診病人資料，進行藥物交互作用之比對。

本研究中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次數共53,624次，其中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

用者的平均年齡為58歲者男性的比例佔48%，平均處方藥物筆數為5.8筆。發生可能

的藥物交互作用模式，以 C2 (moderate、probable) 發生的次數最多，共29,858次，佔

所有藥物交互作用的55.7%。而嚴重度較高的藥物交互作用，等級A1-B1，共發生825

次，佔1.5%。屬於禁忌 (A1-A3) 的藥物交互作用，有110次。其中以心血管用藥發生

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最多，佔47%，而又以 digoxin 與其他藥物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

作用次數最多。如果就醫療科別來分析，則以心臟內科發生的藥物交互作用次數最

多，佔38%。

建議未來可以建立一個藥物交互作用的監測指標系統，並將它與病人的檢驗數

值、藥品血中濃度等資料相關連。如此可以在臨床上幫助醫師，在面對藥物交互作用

時，做更好的臨床決策。

關鍵字： 藥物交互作用、門診、多重用藥、老年

壹、前言

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同時有多種疾

病的病人之藥物使用越多，發生藥物交互作

用的機率就會越大，有可能因而產生藥物不

良反應或使藥物的療效降低。2002年美國的 

The Slone Survey1，針對2,590個18歲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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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進行處方藥、非處方藥、與健康食品

使用抽樣調查，結果有81%的人，至少正在

服用一種以上的藥物；其中有一半的人至少

服用一種以上的處方藥，而服用5種以上的

藥物者佔7%。大於5種處方藥物的使用率，

不論性別，均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其中使

用藥物最多的族群為大於65歲的女性，有

12%的人服用超過10種藥物。文獻顯示，當

病人使用的藥物越多2，發生交互作用的機

率就會越大。正如上述的調查，多重用藥多

發生於年齡大於65歲以上的老年人，且可能

導致病人的遵醫囑性減低，造成醫療資源的

浪費，或大幅增加發生藥物交互作用及不良

反應的可能性。因此，多重用藥一直都是用

藥安全的重要議題3-4。

國內在步入老年化社會後，基於病人

安全的立場，因多重用藥可能產生的交互作

用，也受到重視，不但衛生署設立藥物交互

作用查詢網站，各大醫院也紛紛在醫令系統

設定藥物交互作用警示系統。目前較少有針

對台灣門診病人用藥交互作用的現況進行分

析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在調查醫學中心門

診病人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的現況並進行初

步的分析。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回溯性研究，收集某醫學中

心自民國93年1至3月，處方筆數至少兩筆、

處方天數 ≥ 14天之門診病人資料，進行藥

物交互作用的比對。本研究以病人為單位，

先將藥物加以整合，再篩選同時段是否有併

用藥物，再檢視藥物交互作用。收集的資料

包括病人的姓名、性別、病歷號、出生年

月日、年齡、科別、處方藥物總項數、處方

天數、處方日期以及處方藥物藥名，本研

究參考  Micromedex 將所有藥物交互作用加

以編碼分類 (A1、A2、A3、A4、B1、B2、

B3、B4、C1、C2、C3、C4)，並依照其嚴

重程度分級 (禁忌、嚴重、中度、輕度)，

及文獻支持度之強弱 (確認、極可能、理論

上) 加以分級及分類，共歸類為12種藥物交

互作用模式：A1 (禁忌、確認)、A2 (禁忌、

極可能)、A3 (禁忌 、理論上)、B1 (嚴重、

確認)、B2 (嚴重、極可能)、B3 (嚴重、理

論上)、C1 (中度、確認)、C2 (中度、極可

能)、C3 (中度、理論上)、D1 (輕度、理論

上)、D2 (輕度、極可能)、D3 (輕度、理論

上)。資料收集後進一步分析藥物交互作用

資料，分析項目包括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

用病人的性別、年齡、看診科別、處方藥品

筆數、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模式 (嚴重程度

和文獻支持度) 以及作用時間的分佈。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中從民國93年1至3月的門診病人

共有81650人，其中有20902人發生可能的藥

物交互作用，發生的次數共53624次。門診

病人中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者平均年齡

為58歲，其中男性的比例佔48%，平均處方

藥品筆數為5.8筆。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

之病人年齡分佈如圖一，有69%的藥物交互

作用分佈在51-80歲之間，其中分佈在61-70

歲之間的藥物交互作用佔26%，為佔率最高

的年齡層，大於50歲的病人佔了將近75%。

看診主要科別依序為心臟內科的38%，神經

內科的11%及腎臟科的9% (如圖二)。門診

病人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之處方藥品筆

數分佈中，以筆數6佔15%為最多，有74%

集中在筆數4到9筆 (如圖三)。藥物交互作用

的嚴重程度分級以中度為最多佔75%，用藥

禁忌只佔0.21%。藥物交互作用發生的時間

遲發性佔50%，稍多於快速的44%。藥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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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文獻支持度則以極可能比例最多，佔

69.6%，確定只佔2.2% (如圖四所示)。可能
的藥物交互作用的模式分佈(如圖五)，以C2 
(中度、極可能) 發生次數最多，佔55.7%。

圖一 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之病人年

齡分佈 (%)

圖二 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之病人就

醫科別分佈 (%)

圖三 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之處方藥

品筆數分佈 (%)

圖四  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模式分佈 (%)

圖五  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模式分佈 (%)

肆、討論

隨著老化人口的增加，病人的多重疾病

以及多重用藥越來越普遍，有研究顯示，病

人的年齡和多重用藥筆數與可能的藥物交互

作用的發生有正相關6。老化為不可改變的

因素，但多重用藥仍有改善的空間，根據本

研究的病人用藥筆數分析顯示，有7成的病

人同時併用4-9種藥物，若能適當評估病人

的用藥必要性，儘量精簡病人的用藥筆數，

尤其是年紀大的病人，以減少病人發生可能

的藥物交互作用。

本研究顯示，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

用次數共53,624次，看診科別以心臟內科最

多，約佔38%，為了確認是否病人的年齡分

佈與各醫療科別的相關性，我們進行醫療科

別與病人年齡分佈的分析 (如圖六) 發現，各

醫療科別的病人年齡分佈大致相同，因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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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臟科病人的用藥，要特別注意其可能的

藥物交互作用。

圖六  不同醫療科別的病人年齡分佈 (%)

在本研究中，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

用，以C2 (中度、極可能) 模式的次數最

多，共29,858次，佔所有藥物交互作用的

55.7%。而嚴重度較高的藥物交互等級在B1

以上，共825次，僅佔1.54%。然而屬於禁忌

的藥物交互作用共有110次，其中有6次屬於

A1 (禁忌、確認)，只有一次是因不同科別開

立而產生，其餘5次，均為同科開立。此在

臨床上應該要加以避免，如果一定要併用，

需密切監控病人的藥物反應，在其中一種藥

物停用或是減量時，另一藥物的劑量也要調

整。這4種嚴重藥物交互作用模式 (A1-B1) 

中，以心血管用藥最多，約佔47%。其中

又以 digoxin 與其他藥物，如 metolazone、

trichlormethiazide、indapamide及 amiodarone 

發生的次數為最多，兩種抗凝血劑 aspirin 與 

warfarin 的併用次數次之。這些嚴重的藥物

交互作用大都是同一醫師所處方，不同醫師

處方僅佔3.3%，以心臟內科發生的次數最

多，若這些藥物的併用在臨床上是必要時，

密切監控藥物的血中濃度、電解質或凝血功

能等情況是重要的，以便隨時調整藥物的劑

量或更換藥物，確保病人的用藥安全以及療

效。

伍、結論

年齡、用藥筆數以及醫療科別都和病人

發生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有相關，在臨床上

儘量精簡病人藥物使用的品項，但有時併用

有可能發生藥物交互作用的藥物無法避免。

所以我們建議未來可以建立一個藥物交互作

用的監測指標系統，將藥物交互作用的監測

指標與病人的檢驗數值、藥品血中濃度等資

料加以整合，如此便可以在臨床上幫助醫

師，在面對藥物交互作用時，做更好的臨床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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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ypharmacy is common in the elderly.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incidence rate of drug 
interaction increases as the item of medication increases, which may result in the increase of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 and health expenditur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patterns of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s among the outpatient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The drugs prescribed to out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during 
January 2004 to March 2004 was screened for the pattern of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 
including severity, documentation and onset.  

In this study, 53624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s were identified. The mean age of the 
patients with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s was 58 years, 48% of them were male, and the mean 
items of prescribed drug were 5.8. The most common of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 pattern is 
grade C2 (moderate, probable) in 55.68% with 29858 times. The incidence rate of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 of pattern A1-B1 is 1.5% (825 times). Among the contraindicated pattern of 
drug interaction (A1-A3, 110 times), the incidence rate of cardiovascular drug is the highest 
in 47%, and digoxin is the highest one among them. The highest rate (38%) of potential drug 
interaction was prescribed by the cardiologist among all medical specialties. 

Development of the key monitoring indicators system linked to the patient's laboratory 
profile for detection of drug-interactions is recommended. It will be helpful to the physician 
to make better clinical decision in patient with risk of drug-inter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