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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ymarin於肝臟疾病之治療
：臨床應用與實證結果

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分院藥劑科藥師  鄭人慈、蕭淑珍、江吉文、戴慶玲

壹、前言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臺灣每年約

有五千人死於肝硬化與慢性肝病、七千人

死於肝癌，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名列95年

國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七位，而肝癌更是

高居男性癌症死因的第一位、女性的第二

位。由於肝臟疾病盛行於臺灣，所以國人

對肝庇護劑的治療需求也逐年增加，依中

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藥費使用狀況之統

計分析結果發現，民國92年的藥費成長

率比起90年多了5.99%，其中肝庇護劑成

長了10.81%，幾乎為藥費成長率的2倍；

而92年肝庇護劑藥費約3千萬元左右，佔

了所有藥費的0.44%，1在健保財務吃緊

的現況下，是一項很大的負擔。然而，綜

合諸多臨床試驗的結果來看，肝庇護劑的

治療效果是有待商確的，在有限的醫療資

源下，如何適當地使用肝庇護劑便成為一

門重要的課題。於文獻資料中被視為肝庇

護劑的藥物有許多種，其中僅有silymarin

有較多臨床研究探討相關的治療成果，2-4

因此本文以silymarin作為代表藥物，回顧

silymarin在臨床治療上之應用，並從實證

醫學觀點探討其治療成效。

貳、 Silymarin之成分來源：水飛薊

(milk thistle)

水飛薊是世上最古老且最廣被研究的

草本植物之一，俗名有：St. Mary Milk、

苦薊草、牛奶薊頭等名稱，學名為：Sily-

bum marianum (L) Gaertneri，早在古希

臘時期就被認為具有治療肝病及保護肝臟

的作用，因此從數千年前至今，一直是用

來治療肝功能障礙的藥方。由水飛薊種子

及果實抽提出的類黃酮類 (flavonoid) 結

構共有四種，包括：silibinin、silidianin、

silicristin和isosilibinin，現在統稱為sily-

marin，主要成分為silybinin，保護肝臟的

功能也最為顯著，在肝臟中即使經過腸肝

循環後於肝細胞的濃度仍比血清中的高。

2,3許多藥廠生產的保肝藥都含有水飛薊萃

取物，德國很早就認可標準化的水飛薊萃

取物可作為醫師處方的保肝藥品，在美國

則作為健康食品之用。

參、臨床藥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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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的B型肝炎病毒感染是日後演

變成為肝細胞癌的重要危險因子，而慢性

C型肝炎病毒感染者，平均有20%的人會

發展成為肝硬化，有0.5~2.5%的人會進

展至肝細胞癌。5,6對於病毒性肝炎的治療

處置，interferon或lamivudine仍是目前治

療B型肝炎最具療效的藥物；7而ribavirin

加上interferon則建議用於C型肝炎的治

療。8雖然上述之治療對策已經證實可以

提高肝炎病患的存活率，但卻因為引起藥

物不良反應的頻率較高且價格昂貴而難以

廣為患者所接受，9,10因此許多肝臟疾病

患者便轉而尋求較不具毒性且有效的替代

治療藥物。而研究證實silymarin有調節發

炎媒介物質的作用，例如：抗腫瘤壞死因

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nitrous 

oxide以及interleukin-6等，因此具有抗發

炎的效果。除此之外，關於silymarin細胞

保護作用的藥理機轉，也在研究中一一被

探索出來，總括而言，潛在的作用機轉包

括：具有抗氧化物的特性並可抑制脂質的

過氧化作用、抑制nuclear factor-κB活

化、抗纖維化的效用、免疫調解作用、調

節細胞的通透性、防止粒線體損傷、抑制

cytochrome P450的活性以及提高RNA與

DNA和蛋白質的生合成等作用。2,3以下則

將介紹silymarin用於治療各種肝臟疾病可

能之藥理作用。

一、病毒性肝炎

於病毒性肝炎，有1~5%的人是受到

B型肝炎病毒感染，另外有85%則是因

為C型肝炎病毒所致。5慢性B型肝炎的

患者，若以interferon-α治療可使B型肝

炎e抗原 (HBeAg) 從血液中消失，用以

減少發炎反應、改善臨床症狀；7而合併

interferon-α與ribavarin治療C型肝炎，

則可抑制C型肝炎病毒RNA的濃度。8而

silymarin雖然無法影響病毒的複製，但就

藥理作用來推測，或許可預期silymarin能

夠抑制因病毒感染所誘發的一連串發炎與

細胞毒性反應。2

二、酒精性肝炎

最近的文獻回顧支持了導致急性與

慢性酒精中毒之主要媒介，是因為酒精

於組織中會產生破壞性自由基的這種假

說，而此種自由基誘導作用將會繼續往下

形成一種複雜的交互作用過程。一項以慢

性酒精性肝炎患者為對象的雙盲研究中發

現，受試者接受silymarin每日420mg的劑

量治療6個月後，可顯著地恢復病患紅血

球與淋巴球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 的活性和血清中-SH基的濃

度以及麩氨基硫過氧化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 的活性，而這些研究資料間

接地假設了抗氧化和抗過氧化的效果或許

為silymarin肝臟保護機轉中相當重要的一

環。2

三、肝硬化

肝硬化往往是非酒精性或酒精性脂肪

肝與慢性病毒性肝炎(B型與C型肝炎)最後

的共同路徑，而所有的治療處置對於這些

成因，其實效果相當地有限，唯一確立的

治療方式便是酒精性肝臟疾病的患者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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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戒酒。2使用silymarin來治療肝硬化若

就藥理學的觀點而言，可資運用的作用機

轉相當廣泛，例如：silymarin可抑制5-li-

poxygenase路徑，尤其是其具有leukot-

riene B4 (LTB4) 與活性氧化物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清除者的特性；而抑制

nuclear factor-κB、激酶(kinases) 與凋

亡蛋白酶 (caspases) 的活化或許可用來

解釋silymarin在細胞保護功能上的角色。

除此之外，於動物實驗中亦證實silymarin

可減少膽道阻塞的大白鼠肝臟中的colla-

gen和pro-collagen III含量。2

由以下的研究可瞭解到silymarin對

肝硬化的治療成果，此研究為一隨機臨

床試驗，於170名患者中有87名（酒精

性肝硬化者46名、非酒精性者41名）接

受silymarin 140mg每日三次的治療，而

另外83名（酒精性肝硬化者45名、非酒

精性者38名）則是接受安慰劑治療。此

試驗平均觀察期為41個月，研究結果發

現：安慰劑組有10人退出，37名患者死

亡（含2名退出者），其中有31人的死因

與肝臟疾病有關；治療組有14人退出，

24名患者死亡（含4名退出者），其中有

18人的死因與肝臟疾病有關。四年的存

活率於silymarin治療組為58%、於安慰

劑組為39% (p=0.001)，經次族群分析後

發現silymarin的治療對於酒精性肝硬化者

(p=0.01) 與起初的肝硬化分級為Child A

者 (p=0.03) 最為有效。2

肆、實證醫學觀點

儘管silymarin早已廣泛地用於肝臟疾

病的治療，但以各類肝臟疾病患者為研究

對象進行臨床試驗時，其療效卻無法獲得

一致性的結果，這些研究認為silymarin並

無法降低死亡率以及改善肝功能與肝臟的

組織學。有研究者將先前silymarin用於肝

臟疾病治療的相關臨床試驗進行統合分析

(meta-analysis) 後發現，這些臨床研究均

有其重大的研究限制，其中兩個主要的限

制分別為：(1) 研究對象不一致，導因於

缺乏明確的納入與排除條件。(2) 接受的

治療劑量各異，無法互相比較，這些限制

使得個別研究間難以互相比較，所以對其

結果也就無法予以適當的解釋。11

有鑑於此，Rambaldi等人12將sily-

marin用於酒精性和/或病毒性（B型與C

型）肝炎治療的隨機臨床試驗進行系統性

回顧，評估silymarin在與對照試驗或不介

入治療相互比較之下，對酒精性和/或病

毒性肝炎患者的益處與傷害。此項回顧的

納入條件為：僅包含酒精性和/或病毒性

肝炎的隨機臨床試驗、隨機臨床試驗可以

是雙盲或單盲或非盲性的、可為已發表或

未發表的試驗、沒有語言的限制。以死亡

率作為治療成果的評量，評量的項目包括

以下類型：(1)死亡人數分為總死亡人數

與肝臟相關死亡人數，此為主要的評量

項目。(2)臨床症狀與併發症的發展。(3)

肝臟的生化檢驗數值與肝功能評估。(4)

肝生檢結果。(5)不良反應事件的型態與

件數。表示方法是以相對風險值 (relative 

risks, RR) 及95%信賴區間 (95% confi-

dence interval, CI)來呈現。搜尋結果共有

18個隨機臨床試驗、1,088名酒精性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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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肝炎的病患符合納入條件，此18

個臨床試驗中只有28.6%具有高品質的方

法學。分析結果發現：silymarin與空白試

驗或不介入治療相互比較之下，對於死亡

率 (RR 0.78, 95%CI 0.53-1.15)、肝臟疾

病的併發症 (RR 0.95, 95%CI 0.83-1.09) 

或肝臟的組織學都未達統計上顯著差異。

當合併分析所有的臨床試驗時，silymarin

可以顯著降低肝臟相關死亡率 (RR 0.50, 

95%CI 0.29-0.88)，但此效果在高品質

的臨床試驗中卻無法觀察到 (RR 0.57, 

95%CI 0.28-1.19)；silymarin也可以降低

酒精性肝炎患者死亡率的益處 (RR 0.58, 

95%CI 0.34-0.98; P=0.04)，但同樣地，

並無法在高品質的試驗中觀察到相同的

結果 (RR 0.34, 95%CI 0.06-2.11)。另一

方面，屬於正面的結果是silymarin並不會

增加藥品不良反應的發生風險 (RR 0.83, 

95%CI 0.46-1.50)；而對於生活品質的改

善或健康經濟學的成果，則未有任何臨床

試驗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但此系統性回顧

仍有其限制，首先是由於樣本數過少，因

此限制了統計檢定力 (power)；其次則是

因為僅針對酒精性和/或病毒性肝炎患者

進行分析，所以其他的肝臟疾病如：非酒

精肝炎、藥物性肝炎，就必須參考另外的

文獻回顧。12

總括而言，此結果仍對silymarin於酒

精性和/或病毒性（B型與C型）肝炎患者

的治療效益有所質疑，並強調缺乏高品質

的臨床證據用以支持此治療方式，因此須

再有更多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結果呈現後

方能下定論。

伍、肝臟疾病之治療選擇

然而接下來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倘若

silymarin對於肝臟疾病之治療效果仍舊是

個疑問時，那麼該用什麼藥物去治療患者

的肝臟疾病呢。

一、酒精性肝炎

有幾種藥品曾嘗試過這方面疾病

的治療，但經隨機臨床試驗與統合分析

後，其結果並未能有顯著的臨床差異性，

這些藥品包括：clochicine、anabolic-

androgenic steroids、propylthiouracil、

glucocorticosteroids、insulin/glucagon、

amlodipine以及amino acid輸液補給等。
12,13根據研究，現今以S-adenoyl-L-me-

thionine、14pentoxifyllin15以及silymarin12

較可能成為具有治療潛力的藥品，但都需

要進一步的臨床證據支持，必須要強調的

是，目前還未有足夠的證據得以支持或否

定silymarin對酒精性肝臟疾病的療效。此

外，長期酗酒是引起酒精性肝炎的主要原

因，倘若患者在以肝庇護劑治療的同時未

能改變酗酒的習慣將會造成醫療的浪費，

對於此類病患須先規勸患者戒酒而非一昧

地給予肝庇護劑治療。

二、B型/C型肝炎

單獨使用interferon治療C型肝炎患

者其療效仍有限，根據最近的研究建議

以ribavirin合併interferon治療C型肝炎患

者，更能改善肝臟的組織學，也能降低肝

臟相關的致病率與致死率，但是合併治療

也會提高貧血與藥品不良反應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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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B型肝炎的患者則可以選用interferon

或lamivudine，這是目前較具一定療效

且已在臺灣上市的藥物，但已出現肝功

能失償 (hepatic decompensation) 的患

者，應儘快以lamivudine治療，而不適用

interferon。6

陸、結論

國人多將肝庇護劑視為強肝解毒的藥

品而使其用藥日益氾濫，目前從實證醫學

的觀點而言，silymarin對於肝臟疾病之治

療效益仍舊未有明確的答案，然而缺乏證

據可資證明其有效性並不等同於已然證實

無效，因此期待將來有更多高品質的臨床

對照試驗來證實silymarin的治療成效，以

作為醫師處方藥物決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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