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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科已經很多年都沒有針對氣喘議題的
新進展，而目前有一個長效型的抗乙醯膽鹼類 
(anticholinergic) 藥物被核准用於兒童氣喘治療，
事實上小兒科病患偶爾也會有重度氣喘的情況，
兒科醫學會也希望為此族群建立醫療指引，接下
來將由兒科的臨床現況與成人胸腔科的經驗為大
家進行這項議題的介紹。

兒科氣喘治療原則與成人差不多，不過某
些藥物有適用年齡限制，因此兒童可用藥物少
很多；兒童氣喘的特色在於幾乎都是過敏性氣
喘 (allergic asthma)，常用藥物以吸入性類固醇 
(inhaled corticosteroids，ICS)、白三烯素受體拮
抗劑 (leukotriene receptor antagonist，LTRA) 與
長效吸入型 β2 交感神經促進劑 (long-acting β2 
receptor agonists，LABA) 為主，情況比較嚴重時
還會合併申請抗 IgE 抗體，只是某些病童的 IgE
數值不符合申請條件，就只好以現有的其他藥物
維持治療，雖然兒科病患重度氣喘的比例相較於

壹、前言

貳、兒科氣喘治療原則

成人並不高，治療上卻常因藥物選擇受限而略顯
吃力。

乙醯膽鹼 (acetylcholine) 在氣喘中發揮的
作用包括刺激黏液分泌、平滑肌收縮以及活化發
炎細胞，進一步造成支氣管收縮引發臨床症狀，
並因長期發炎導致呼吸道變形 (remodeling) 1-3，
因此以藥物阻斷這一連串作用就能減緩症狀。
過 去 我 們 對 於 anticholinergic 藥 物 的 印 象 主
要是在緊急發作時使用的短效型支氣管擴張劑 
(short-acting anticholinergic agents，SAMA)4，
長效型藥物首選則是 LABA，而長效型 anticho-
linergic 藥 物 (long-acting muscarinic antag-
onists，LAMA) 過去主要用於治療慢性阻塞性肺
病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COPD) 
5，近年來全球氣喘創議組織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GINA) 治療指引建議使用 Tiotro-
pium(SPIRIVA®) 用於 Step 4 到 Step 5 的病患，
台灣原本僅限 18 歲以上成人使用，近期也將修
正為 6 歲以上可用 *。

*: Spiriva® Respimat 於 2018 年 12 月 26 日已取得衛福部核准適應症更新
為：慢性阻塞性肺疾 ( 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及肺氣腫 ) 之維持治療及降低惡化。
適用於已接受吸入性皮質類固醇合併其他控制型藥物仍未控制症狀之 6 歲
以上的嚴重持續性氣喘病人，作為維持性支氣管擴張劑附加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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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床試驗結果
Tiotropium 對兒科病人進行的試驗分為

12 到 17 歲與 6 到 11 歲 2 類，針對 12 到 17 歲
中度氣喘病患的第二期劑量決定試驗結果顯示
為每天 5μg 的療效最理想 ( 圖一 )6，為期 48 週
的第三期試驗主要指標為吸藥後 0 至 3 小時的
第 1 秒用力呼氣量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5μg 和 2.5μg 兩 種 劑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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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相近，皆優於安慰劑 ( 圖二 )，次要指標的
吸藥前 FEV1 仍優於安慰劑這點也證實 tiotropi-
um 並非只有短效支氣管擴張功能，而是具備長
效作用的能力 ( 圖三 )7；雖然 FVC 變化較不明顯，
但病人自主評估生活品質有因用藥而改善，副作
用與安慰劑間差異不大 7，證實併用 tiotropium
與中劑量 ICS 維持療法可顯著改善此族群病患
的肺功能。 

圖二 .12 到 17 歲中度氣喘第三期試驗主要指標結果 (FEV1 peak)

圖三 .12 到 17 歲中度氣喘第三期試驗次要指標結果 (FEV1 trough)

FE
V 1 tr

ou
gh

 re
sp

on
se

 (L
) **

**

*

*

0.60

0.55

0.50

0.45

0.40

0.35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00

Tiotropium Respimat® 5 µg(n=131)

Tiotropium Respimat® 2.5 µgn(=120)

Placebo Respimat®(n=136)

.

Week 12 Week 24 Week 48

*P<0.05, **P<0.01

Time (h)



31

針對 12 到 17 歲重度氣喘病患進行的第三
期臨床試驗時間較短，僅 12 週，納入條件為接
受高劑量 ICS 合併任何 1 種控制藥物，或中劑
量 ICS 合併超過 2 種控制藥物，然而在主要指
標的 FEV1 peak 上與安慰劑的差異並未達到統
計學顯著意義，FEV1 trough 則幾乎沒有差異 8，
或許應將試驗期間拉長較為恰當。

至於針對 6 到 11 歲中度氣喘病患、為期
48 週的第三期試驗結果則發現 FEV1 peak 顯著
優於安慰劑，不過每天 5μg 和 2.5μg 的效果幾
乎沒有差別 ( 圖四 )9，或許臨床上也可以只用較
低劑量；以 6 到 11 歲重度氣喘病患為試驗對象
的第三期試驗同樣為期 48 週，納入條件為接受

中劑量 ICS 或合併 1 種控制藥物，在主要指標
的 FEV1 peak 方 面 tiotropium 5μg 和 2.5μg 的
效果也近乎無異 ( 圖五 )，不過兩種劑量在 FEV1 
trough 的表現上就出現較明顯的差距 ( 圖六 )10，
代表 2.5μg 的劑量在經過較長時間後略為不足。

根據上述試驗，tiotropium 能顯著改善 6-11
歲與 12-17 歲氣喘病患的肺功能，適應症條文與
今年初獲衛福部核准變更為「適用於已接受吸入
性皮質類固醇合併其他控制型藥物仍未控制症狀
之 6 歲及以上的嚴重持續性氣喘病人，作為維
持性支氣管擴張劑附加治療。」，且不限 ICS 和
LABA 的使用劑量以及發作次數，勢必會是小兒氣
喘治療的一大福音。

圖四 .6 到 11 歲中度氣喘第三期試驗主要指標結果 (FEV1 peak)

圖五 .6 到 11 歲重度氣喘第三期試驗主要指標結果 (FEV1 peak)

FE
V 1 p

ea
k (0

–3
 h

) re
sp

on
se

 (L
)

**

***

***

***

***

**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Tiotropium Respimat® 5 µg(n=130)

Tiotropium Respimat® 2.5 µg(=126)

Placebo Respimat®(n=132)

**P<0.001, ***P<0.0001

Time (h)
Week 48Week 12 Week 24 Day 1

FE
V 1 p

ea
k (0

–3
 h

) re
sp

on
se

 (L
)

**

***

***

***

***

**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Tiotropium Respimat® 5 µg(n=130)

Tiotropium Respimat® 2.5 µg(=126)

Placebo Respimat®(n=132)

**P<0.001, ***P<0.0001

Time (h)
Week 48Week 12 Week 24 Day 1



32

肆、Tiotropium 在成人嚴重
型氣喘的應用

成人的氣喘控制一直是個重要的議題，研究
顯示約 30% 的病患可能會因氣喘而影響日常生
活功能 11，英國 The National Review of Asthma 
Deaths (NRAD) 統計年度氣喘病患死因時則發現
沒有針對病患表現型 (phenotype) 給予適合治
療，亦即「不精準醫療 (imprecision medicine)」
則是造成到院前死亡的原因之一 12。GINA 指引
從 2015 年開始陸續加入 anticholinergic 藥物，
也包括在 2015 年開放 step 4 和 5 病患可合併使
用 tiotropium，更在 2017 年將 tiotropium 的用
藥等級提升成第 5 階的建議控制用藥 (preferred 
controller choice) 之一。

成 人 氣 喘 病 患 中 未 獲 得 控 制 (uncon-
trolled) 的比例其實不低，以往定義若 step 4 和
5 病患在使用中至高劑量 ICS 仍有症狀，就可稱為

「重度難治型氣喘 (severe refractory asthma)」，
不過近年來臨床普遍認為應該是排除其他可解
決因素後仍有症狀者才能稱為重度難治型氣喘，
這麼一來此族群僅約佔全體病患的 5%~10%，
因此現今普遍用藥共識為先找出病患的 pheno-
type 給予適合治療，確定治療無效後才以生物
製劑治療重度難治型病患。美國研究針對氣喘用藥
的成本效益進行比較，發現純粹以過敏性氣喘療效
而言生物製劑 omalizumab 優於 tiotropium，兩
者均優於標準療法，但若同時考量支出時，omal-
izumab 就不一定佔有優勢 13，該如何取得平衡
也是未來的課題；西班牙的治療指引則建議不論
是否為嗜酸性球氣喘 (eosinophilic asthma)，
都可以先用 anticholinergic 藥物治療 ( 圖七 )14，
可見此類藥物對於成人氣喘治療的重要性。

圖六 .6 到 11 歲重度氣喘第三期試驗次要指標結果 (FEV1 t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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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抗膽鹼類藥物在氣喘治
療的病生理角色

重 新 檢 視 氣 喘 的 病 生 理 機 轉 可 以 發 現
除 了 發 炎 以 外，中 間 還 有 一 項 以 往 常 被 忽 略
的 步 驟，就 是 所 謂 的 神 經 調 節 (neurogenic 
modulation) ( 圖八 )，過去有研究發現以癲癇
藥物 carbamazepine 治療氣喘可降低發作機
率 15，其他眾多文獻也證實 acetylcholine 不僅
與 發 炎 機 轉 相 關 ( 即 neuroinflammation，神
經調控影響發炎變化 )，更會在外來因子刺激下
影響 TGF-β1 的分泌，導致呼吸道 remodeling 
( 此作用稱為 neural remodeling) 16，因此有學
者提出或許可將氣喘視為神經性疾病，若因神經
調控造成症狀則稱為症狀性氣喘 (symptomatic 
asthma)，此 時 以 anticholinergic 藥 物 治 療 就
應有緩解效果。

簡而言之，若無法在氣喘進展為重度前適
時阻斷此神經作用機轉，即便使用生物製劑也
是治標不治本。Anticholinergic 藥物具有多重
功能，以 tiotropium 為例，它並非只有氣管舒
張功效，更能影響與發炎及呼吸道 remodeling
相關的細胞和細胞激素 (cytokine) ( 圖九 )17，
其控制氣喘的療效是來自阻斷多項機轉的綜合
結果，換句話說，若將 LAMA 合併 ICS 與 LABA
共同使用，也可加成 ICS 與 LABA 的功效。此
外 TALC 試驗也發現相較於 LABA + ICS，LAMA 
+ ICS 在病患 FEV1 反應與氣喘控制天數表現皆
較佳，代表 LAMA + ICS 也很適合在疾病較早期
就開始使用，不過 LABA + ICS 有合併式噴劑、
LAMA + ICS 仍需個別吸藥則是醫師處方態度較
為保留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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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Tiotropium 控制氣喘的多重機轉

圖八 . 氣喘病生理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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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 適用 Tiotropium 治療的氣喘 Phenotype ( 有 Tiotropium 吸入劑圖標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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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2018 GINA 指引中
Tiotropium 的定位

雖然 2018 年 GINA 指引認為即使沒有辨識
出特定 phenotype 仍可以 tiotropium 作為附
加治療 (add-on therapy)，不過根據理論，某些
氣 喘 phenotype 應 與 parasympathetic tone
上升相關，例如睡眠障礙、負面情緒、胃食道逆流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 肥
胖、過敏性鼻炎等，以前我們都只會加重類固醇
類藥物的劑量，現在則認為或許可給予 anticho-
linergic 藥物 18；國內外都有研究直接分析臨床
病患用藥效果，也證實多種 phenotype 的氣喘
病患接受 tiotropium 的療效顯著較佳 ( 圖十 )19，
確實可做為啟用生物製劑前的藥物選擇。這個邏
輯亦可用於預測哪些病患適合附加 anticholin-

ergic 藥物治療，例如病患出現非呼吸道症狀時
可能代表其 cholinergic tone 過高，就是適合併
用 tiotropium 的族群 ( 圖十一 )20。

歷史上最早用來治療氣喘的藥物「曼陀羅 
( 刺蘋果 )」成分其實就是副交感神經抑制劑，在
藥物發展過程中我們一度認為這項成分無效，沒
想到在 2015 年後又再度重拾這類藥物；今年成
人氣喘學會以實證醫學為基礎製作的氣喘治療
指引中對 tiotropium 的評論內容為「建議加上
tiotropium 以減少嚴重氣喘急性惡化發作頻率」，
且為證據力最高的 1A 等級合併強烈建議，雖然
GINA 指引目前只建議將 tiotropium 放在 step 4、
5 使用，但預期未來也會逐步往更早期病患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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