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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S A 為 抗 甲 氧 苯 青 黴 素 金

黃 色 葡 萄 球 菌 ( M e t h i c i l l i n -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的簡

稱，此菌株對β-lactam類抗生素，

如penicillins (methicillin, dicloxacillin, 

nafcillin, oxacillin，aminopenicillin) 、

cephalosporins等有抗藥性，某些菌株

亦對erythromycin及fluoroquinolone有抗

藥性。由於金黃色葡萄球菌普遍地分

布在皮膚表面、鼻腔及上呼吸道，大

多只造成局部感染,一般人皆可能帶

有MRSA，但多無症狀，帶原時間可

從數週至數年。若病患免疫力下降(

糖尿病或後天性免疫不全症候群患者

)、開放性或污染的傷口、年紀大及

年幼，或曾接受抗生素治療(特別是

fluoroquinolones)就可能造成嚴重侵襲

性感染(invasive MRSA infection)。

美國疾病管制局於2005年的統

計顯示，嚴重MRSA感染共有94,360

件，其中造成死亡18,650件，進一步

分析病因，約85%與健康照護系統(如

護理之家、醫院等)相關，只有近14%

無接受健康照護的病史。由於MRSA

的抗藥性，治療變得困難，本文將簡

單介紹國內常用的抗MRSA靜脈注射

藥物，包括：Vancomycin, Teicoplanin, 

Linezolid, Daptomycin, 及Tigecycline。

一、Vancomycin

Vancomycin因相對安全性佳、有

研究透徹的藥動學特性，加上長久以

來累積的臨床經驗，現仍為抗MRSA

抗生素的主流。Vancomycin為一具有

三環的glycopeptide類化合物，能破壞

細胞壁合成，造成細胞溶解，是殺菌

性抗生素。

Vancomycin的分佈體積約為0.4- 

1L/kg，似於全身均勻分佈，實則各

部位不同。如平時對於血腦屏障穿越

力差，但發炎時會增加；對肺泡上

皮穿透性不佳，僅達血中濃度25%。

Vancomycin的排泄乃以未代謝型態經

腎臟排除，故需要嚴密監控腎臟功能

變化，減少蓄積、避免毒性。

▍醫學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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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mycin為殺菌性抗生素，欲

達到理想殺菌效果，必須使血中濃

度高於最小抑菌濃度(MIC)。研究指

出對vancomycin之MIC大於2mcg/ml之

MRSA菌株，若使用vancomycin做常規

治療有較高失敗率，另一相似研究指

出vancomycin之MIC大於1mcg/ml之菌

株，即便培養報告顯示對vamcomycin

仍具敏感性，但若採用標準劑量治

療，亦有較高失敗率。如使用不足劑

量治療MRSA感染，甚至可能培養出

抗藥性菌株，故對劑量的控制應嚴

謹。

Vancomycin常用劑量為15-20mg/

kg/12hr，劑量會因患者體重、腎功能

或是病人潛在疾病而有所不同，如:燒

燙傷患者水分流失甚快，可將間隔調

整為每八小時給藥。血中藥物濃度監

測為使用vancomycin治療相當重要的

一環，尤其是谷底值(trough)。Trough

為血中濃度最低點，若比MIC高，代

表此投藥間隔中，血中濃度均高於

MIC。Trough大於10mcg/ml能夠降低

抗藥性菌株產生。治療嚴重的MRSA

感染，trough應保持在15到20mcg/ml以

上。尖峰值(peak)代表意義不如谷底值

(trough)，其與療效或毒性發生間沒有

良好線性關係。臨床上建議需要進行

血中vancomycin濃度監測的患者有:嚴

重MRSA感染症病患、血流動力學不

穩定的病患、腎功能不好的病患、併

用其他腎毒性藥物的病患。

Vancomycin常見的副作用有:紅

人症候群（與組織胺的釋放有關，將

滴注時間延長就可以避免）、骨髓抑

制、腎毒性、藥物熱、紅疹、耳毒性

等。

二、Teicoplanin

Teicoplanin與vancomycin同為

glycopepetide類藥物，具同樣藥理學性

質及抗菌譜。因為有更長的半衰期，

只需每日單次給藥。肌肉注射時不似

vancomycin具刺痛感，故可在門診肌

肉注射方便長期給藥。出現紅人症候

群的比例相對少，且對vancomycin過

敏患者或許仍可使用。臨床上被視為

vancomycin不耐病人的替代藥品。

Teicoplanin與vancomycin有相似

分佈體積及蛋白質結合力，組織分佈

均勻，但因穿越血腦屏障能力不佳，

無法取代vancomycin治療細菌性腦膜

炎。Teicoplanin的代謝基轉仍未明白，

排泄主經腎臟，腎功能不佳者需減低

劑量或拉長投藥間隔。

三、Linezolid

Linezolid為合成的oxazolidinone

類化合物，是一種抑菌性抗生素，可

結合在細菌核醣體50s次單元，抑制

蛋白質合成，同時可抑制細菌毒素

產生。抗菌範圍包含格蘭氏陽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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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A、具vancomycin抗性的MRSA及

腸球菌。

Linezolid可用於MRSA軟組織感

染的治療上，有文獻指出linezolid較

vancomycin有更好的治癒率。另外，

對於MRSA造成的院內感染肺炎，

linezolid是一個不亞於vancomycin的抗

生素選擇。但值得一提的是，由於

linezolid是抑菌性抗生素，因此不建議

單獨用來治療MRSA引起的感染性心

內膜炎。

Linezolid生體可用率近乎100%，

口服吸收完全。分布體積約為30到50

公升，幾等於體內水量，各組織內分

布均勻，亦包含vancomycin分布不好

的肺泡。Linezolid不經由CYP450酵素

系統代謝，且蛋白質結合力低(31%)，

故藥物交互作用較少見。但Linezolid

具有抑制單胺氧化脢的能力，故併用

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SRI)、

三環抗憂鬱藥(TCA)以及交感神經興奮

劑時，需留心毒性。腎臟功能不佳並

不會影響排泄能力，所以一日600mg 

q12h靜脈給藥或口服均可，不需要調

整劑量。

一般來說Linezolid耐受性佳，常

見副作用有腹瀉、噁心、頭痛及味覺

改變。嚴重副作用則包括乳酸中毒、

骨髓抑制、神經病變等。骨髓抑制只

要累積使用劑量高或持續使用超過兩

週，就發生可能。血小板減少症最常

見，這被認為是粒腺體呼吸鍊被干

擾及免疫性的血小板破壞所造成的，

Linezolid亦可造成貧血以及嗜中性球

減少症，但是相對地不常見。使用

Linezolid治療期間建議：當病人需要

治療超過一周要監測全血球計數，當

病人發生腹瀉、噁心時要測血中乳酸

濃度，以避免嚴重副作用產生。

四、Daptomycin

Daptomycin為環狀的lipopeptide類

化合物。作用機轉為：以鈣離子為

媒介在細胞膜上形成通道，使胞內

高濃度鉀離子流出，降低細胞膜電

位，從而達到殺菌效果。藥效與使用

抗生素的時間及血中濃度成正比。

Daptomycin能有效對抗格蘭氏陽性

菌，包含MRSA, VRSA, VRE, PNSSP等

感染。

持續使用不足劑量之daptomycin

治療MRSA引起的菌血症、骨髓炎，

會造成菌株對於daptomycin敏感性逐漸

降低。以及當MRSA對vancomycin的最

小抑菌濃度上升時，對於daptomycin的

敏感度有可能降低。Daptomycin治療

MRSA肺炎效果不佳，因肺部的表面

活性劑會使daptomycin失效。

Daptomycin生體可用率極差，只

能靜脈給藥。由於親水性高以及蛋白

質結合率高，所以分佈體積很小(約

0.1L/Kg)，極大部分藥品均在血管內，

組織分佈不好，如肺部濃度只有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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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骨頭僅有6%。對血腦屏障的穿

越力更差，即便發炎期也難達有效濃

度。動力學特性限制了daptomycin臨床

上的可用性。

Daptomycin以原型經腎臟排泄，

其半衰期約八小時。常用劑量在菌血

症、心內膜炎患者為6mg/kg/day，軟

組織感染為4mg/kg/day，CCr小於30ml/

min患者可用同劑量每隔一日給藥。

Daptomycin的代謝非經CYP450系統，

故除了Statins類外，與其他藥物交互

作用少。

Daptomycin常見副作用為腸胃不

適、噁心、便秘及注射部位紅腫。嚴

重副作用為Creatine phosphokinase升高

(2.8%)及肌肉病變(0.2%)。這些肌肉毒

性以疼痛表現，多於開始治療一週後

出現。當懷疑此類副作用出現時應停

止使用，症狀多為可逆，多在兩天後

恢復正常。因肌肉毒性考量，當與同

樣有肌肉毒性的Statin類並用時，需特

別留心副作用發生。

五、Tigecycline

Tigecycline是glycylcycline化合

物，結構為minocycline接一支鏈，為

廣效型抑菌性抗生素。機轉為結合在

細菌的核醣體30s次單元上，抑制蛋白

質生成。Tigecycline的結構能加強與

核醣體結合，加上不易被細菌排出胞

外，少有細菌對其有抗性。Tigecycline

抑菌效果正比於血中藥物濃度，及超

過MIC的時間。抗菌譜包含格蘭氏陽

性菌、多種格蘭氏陰性菌、厭氧菌、

非典型肺炎病原菌等。但對綠膿桿

菌、變形桿菌效果甚差，因為這些細

菌有多種藥物幫浦可把tigecycline排出

細胞外。Tigecycline常被應用在多重抗

藥性細菌引起的混合感染，如軟組織

或是腹內感染等。

Tigecycline生體可用率差，只有

靜脈給藥劑型。Tigecycline有中等程度

的蛋白質結合力(68%)，分佈體積大，

雖分佈廣但各組織中濃度各異。肺泡

及膽道滲透力佳，但於骨髓及滑液

囊中卻不良。跨越血腦屏障能力差，

即便發炎亦然，故對腦脊髓液中是否

能達到有效治療腦膜炎的濃度仍有爭

議。Tigecycline排泄主要經肝臟進行葡

萄醛酸接合後由膽汁排除。約有30%

未代謝型經尿液排除。所以肝功能不

佳患者(Child-Pugh C)需將劑量減半，

腎功能不全者不需調整。一般劑量是

單一負荷劑量100mg靜脈給藥，接著

維持劑量為每12小時靜脈給藥50mg。

Tigecycline常見的副作用包括有

輕微的噁心、嘔吐。因具四環類抗生

素基本結構，會造成牙齒染色、骨骼

發育受損及致畸胎性。故八歲以下孩

童、哺乳婦及孕婦不可使用。

Tigecycline耐受性良好，不需特

別的臨床或是血中濃度監測。除了

在病人有嚴重肝功能不全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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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程中需注意肝功能的變化。除此之

外，服用warfarin的病人應密切監測

INR並且視情況調整劑量。

結語

MRSA是抗生素過度使用後，被

篩選出來的頑強菌株。因應抗藥性的

問題，研究人員竭盡心力開發新抗生

素供醫師治療感染症患者。現在我們

必須謹慎且正確地使用這些新武器，

避免篩選出更多頑強的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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