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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是藥三分毒」是一句耳熟能詳的諺語，這句話的目的是為提醒人們不可病急亂投醫，

以免使用藥物不當或過量而對人體產生是有毒性的副作用。在西藥的研發當中有一個毒理學

的概念叫做「致死劑量」，無論高還是低，所有的藥物都有著自己的極限。我們可以說某種

藥物很安全，並不是因為它不會致死或是不會對身體產生毒性作用，而是說這個藥物的致死

劑量很高，在一般狀態下不容易攝入如此大劑量的該藥品，所以說它是安全的。以麝香為例；

服用過多的麝香心腦通片可能會造成一位正常的成年人休克死亡，但是在安全的劑量之下正

常服用就不會使人致死，因此需要更加瞭解後才能使用。 

 

隨著科技資訊日新月異的快速發展，現代人都知道藥物對人體的利弊。但是人們往往會

因為藥物中的毒性或是副作用卻步，而忘卻了藥物本質的功能。研究這篇論文是為了破除人

們對於藥物使用上的迷思。 

 

二、 研究方法 

 

通過對於藥物毒理學定義的探討，以麝香為例討論藥物在動物體中發生致死毒性的劑量，

通過化合物急性毒性分級標準換算到人類，因而破除人們對於藥物使用當中不必要的恐慌。 

 

貳、正文 

 

一、藥物毒性定義 

 

（一）藥物定義 

 

藥物泛指凡能用於預防，診斷，治療疾病，或其他足以影響人體結構及機能的物質，都

可稱為藥物。根據《中華民國藥事法》可將藥物分為成藥，指示藥與處方藥。 

 

成藥指的是原料藥經加工調製，不用其原名稱，其摻入之麻醉藥品、毒劇藥品，不超過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規定之限量、作用緩和、無積蓄性、耐久儲存、使用簡便，不帶醫師指

示即可供治療疾病之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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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藥是指不需要處方在醫師、藥師指示下，能於藥局或藥事人員執業的處所內可購得

者。 

 

處方藥是藥品管理上的界定，指須憑執業醫師、執業助理醫師處方或藥房工作人員同意

才可調配、購買和使用的藥品。與之相對，非處方藥不需要憑執業醫師或執業助理醫師處方

即可自行判斷、購買和使用。進入藥品流通領域的處方藥，警示語應由生產企業地印製在藥

品包裝或使用說明書上，具體內容為：「處方藥：憑醫師處方銷售、購買和使用」。 

 

（二）藥物傳輸系統 

 

指人們在防治疾病的過程中所採用的各種治療藥物的不同給藥方式，藥物傳輸系統的研

究，簡單來分可分為「劑型 (Dosage form/Formulations)」以及「投遞藥物的途徑/部位」，如

注射劑、片劑、膠囊劑、貼片、噴霧劑等。隨著科學的進步，劑型的發展已遠遠超越其原有

的種類。 

藥物傳輸系統將藥物製成多種劑型，有的則採用鈦合金製成給藥裝置植入體內應用，使

臨床用藥更理想化。為克服綜合藥物治劑時間維持短暫的缺陷，出現了長效注射劑，長效口

服給藥系統、控制試劑、經皮給藥系統等一系列新的製劑。 

緩釋製劑通常指的是在服用藥後能在機體內緩慢釋放的藥物，使病人達到預期的效果並

維持相當長時間的製劑。 

控釋制劑指的是釋藥的速度僅受藥物本身的控制，而不受外界條件，如：pH、酶、離子

或胃腸蠕動等因素的影響，是一種按照設計釋藥的製劑，如：零級試藥的滲透壓膠囊。 

 

（三）藥物毒性定義 

 

藥物毒性反應則是指藥物引起的嚴重功能紊亂和器質損害的嚴重不良反應。通常是由於

藥物劑量過大、用藥時間過久所導致。  

 

一般地說，停止用藥並進行治療（藥物中毒），毒性反應可逐漸消退。但有的藥物毒性可

持續很久，甚至停藥後毒性反應繼續發展，造成嚴重後果。藥物的毒性作用與不良反應的表

現上形式多樣。其間常常存在著相似症狀，但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副作用對人體的危害較輕，

多為一般人所能耐受的，即使出現也多無須停藥，而毒性反應則對人體危害較大，一旦出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AF%E5%93%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AF%E6%88%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5%A4%84%E6%96%B9%E8%8D%AF
http://big.hi138.com/yiyao/yaoxue/yongyao/
http://big.hi138.com/gongxue/cailiaogongcheng/hejin/
http://big.hi138.com/yiyao/linchuanyixue/yongyao/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09912/10099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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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則須停藥。 

 

而所謂的副作用則是表示說藥物在非預期之效果上，所呈現的狀態。亦即，在疾病之預

防及診斷治療上，使用一定範圍之藥量，所產生之有害反應。產生副作用與否，幾乎皆視個

人之體制差異而定。另外，若患了疾病，尤其是牽涉到肝臟及腎臟時，最容易引起副作用現

象。因此，副作用是特殊之人（個人之體質差異）及特殊之情況下，就有可能會發生。 

 

二、藥物毒性分類 

 

由於藥物在進入人體後通過血液運送至全身各處，在身體不同組織器官吸收分佈程度不

同，因此會在不同器官造成不同的毒性反應，它們的常見表現如表 1 所示： 

 

表 1 常見藥物毒性反應分類 

消化系統反應 也稱消化道反應，此是副作用中最常見的，通常表現為噁心、

嘔吐、腹痛、腹瀉、便秘、口乾等，嚴重時可引起便血、消化

道潰瘍、胃穿孔等 

肝損害 常見有轉氨酶檢驗值升高等肝功能化驗異常以及黃疸、肝腫

大、肝區痛等症，嚴重者可引起肝炎、肝壞死甚至致死 

腎損害 常見有蛋白尿、血尿、腎功能減退，嚴重者可致腎炎、腎衰竭

而致死 

神經系統反應 常見有失眠、多夢、頭痛、眩暈、興奮、幻覺、步伐不穩、眼

球震顫、視力減退、聽力衰退等症，嚴重者可有驚厥、癲癇發

作、永久性耳聾、精神錯亂等症 

血液系統反應 常見引起各種貧血、白血球減少，嚴重時可引起難以治癒的再

生障礙性貧血或白血球過少，免疫功能減退而引起難以控制的

繼發性感染 

心血管系統反

應 

常見有心律失常、心肌損害、血壓異常及心功能抑制等症 

來源：參考維基百科及作者統整 

 

藥物的毒性加副作用表現很多，除上述者外，還可引起諸如呼吸抑制、肌肉麻痹、生殖

系統功能紊亂等等症狀。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5996/10599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922321/19223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922321/19223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74596/17459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646/2764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56724/185672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6162/136162.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5601/4560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5601/4560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923513/192351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053483/205348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994/999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5117/16511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4921/2449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44921/24492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510/851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3289/3328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3289/3328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24717/52471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26626/1323185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61175/116117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1684/4168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1684/4168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569667/668899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270456/4270456.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7598/16759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4991/12499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3078/6307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1703/4170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3105/6310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3105/631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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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藥物毒性研究方法 

 

（一）動物模型與人體模型 

 

由於在人體當中進行藥物毒性研究違背倫理原則，因此現代醫學對於藥物毒性的研究通

常是在動物模型中完成的，齧齒類或哺乳類動物和人類之間，在生理學和解剖學方面有許多

相似之處，因此用大鼠、狗、兔等動物進行毒理學評價是恰當的。當然，也不能忽視質和量

上的不同影響種屬間推理的程度。 

 

在毒理學研究中 , 實驗動物種屬的選擇是根據對所研究毒物的敏感性，或與人類代謝的

相同性。然而在人體當中第一手的毒理資料則是通過一些未達到最大毒性劑量的人體臨床研

究中觀察到的毒性反應或不良反應來得出的個別案例報導，通常由於患者是因為疾病不得不

服用藥物，由此順帶產生藥物毒性反應將其記錄下來，因此不會涉及倫理問題。 

  

即便是在健康受試者當中，也需要在動物實驗得出的致死劑量的基礎上換算出在人體當

中初始試驗的安全劑量，並對受試者進行嚴密監視，一旦出現相關的毒性反應需要立刻停藥

並進行急救，以保障受試者安全。 

 

（二）半數致死劑量 

 

在毒理學中，通常採用半數致死量（Median Lethal Dose）這一概念來評價藥物的毒性，

半數致死劑量簡稱 LD50（即 Lethal Dose, 50℅），指「能殺死一半試驗總體的有害物質、有毒

物質的劑量」（如圖 1）。這測試最先由 J.W. Trevan 於 1927 年發明。因此藥物的 LD50 越高，

則說明藥物安全性越好，LD50越低，則說明藥物的毒性越強。 

 

藥品之毒力與劑量之大小成正比；故一次劑量毒力之試驗，常採用 50%致死量之測定法。

藥物或化學成分之安全性試驗中之一項，有「半數致死量”實驗之實施義務。LD50 亦可謂“急

性毒性」之指標。 

  

LD50的表達方式通常為有毒物質的質量和試驗生物體重之比，例如「毫克／千克體重」。

由於不可能直接拿人體做毒性測驗，因此大多數致死量的數據來自於大鼠和小鼠，另外也可

能使用倉鼠、豚鼠、兔、雪貂、貓、犬、猴、豬、馬、蛙、魚、鳥等實驗動物。雖然毒性不

一定和體重成正比，但這種表達方式仍有助比較不同物質的相對毒性，以及估計同一物質在

不同大小動物之間的毒性劑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3%AA%E9%8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B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9%B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89%E9%B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1%9A%E9%B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AA%E8%B2%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C%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1%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3%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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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半數致死這量度方法有助減少量度極端情況所帶來的問題，以及減少所需試驗次數；

然而這亦代表 LD50並非對所有試驗生物的致死量：有些可能死於遠低於 LD50的劑量，有些

卻能在遠高於 LD50的劑量下生存。在特殊需要下，研究人員亦可能會量度 LD1或 LD99等指標

（即殺死 1%或 99%試驗總體之劑量）。 

 

 物質的毒性往往受給予方式影響。一般而言，口服毒性會低於靜脈注射的毒性。故此在

表達 LD50時經常會附帶給予方式，例如「LD50 i.v.」代表靜脈注射下的 LD50。 

 

 
圖 1 死亡率與藥物劑量的關係 

來源：百度百科 

 

（三）化合物急性毒性分級標準 

 

根據物質的半數致死劑量 LD50 值，美國科學院把毒性物質危險劃分為五個等級 

 

表 2 化合物急性毒性分級標準 

化合物急性毒性分級標準 

毒性分級 小鼠一次經口 LD50

（mg/kg） 

大約相當體重 70kg人的

致死劑量 

6 級，極毒 <1 稍嘗，<7 滴 

5 級，劇毒 1-50 7 滴-1 茶匙 

4 級，中等毒 51-500 1 茶匙-35g 

3 級，低毒 501-5000 35-350g 

2 級，實際無毒 5001-15000 350-1050g 

1 級，無毒 >15000 >1050g 

來源：百度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C%E8%84%88%E6%B3%A8%E5%B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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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種研究模式最初是在西醫的化學藥品研發當中採用，但隨著中藥監管法規日益嚴

格，國家要求對於現在申報註冊的中藥也需要進行藥物毒理學研究。 

 

由於麝香為製藥行業當中一種常用的原材料，使用廣泛，接下來我們以麝香為例，對藥

品產生的毒性在人體當中一探究竟。 

 

（四）麝香的毒理學數據 

 

麝香為中藥材的一種，其藥用來源為麝科動物，如林麝、馬麝或原麝等成熟的雄體腺囊

中的乾燥分泌物。麝香主要含有水分 23.56%，灰分 3.62%(其中含鉀、鈉、鈣、鎂、鐵、氯、

硫酸根、磷酸根離子等)，含氧化合物(其中含碳酸銨 1.15%，銨鹽中的氨 1.89%，尿素 0.40%，

氨基酸氮 1.07%，總氮量 9.15%)，膽甾醇 2.19%，粗纖維 0.59%，脂肪酸 6.15%，麝香酮 2.2%。

麝香主要有效成分為麝香酮。 

 

動物毒理學顯示在小鼠中檢測到半數致死劑量，而在大鼠、狗、猴、家兔等動物身上由

於動物體積過大，超過最大可在動物身上注射的劑量，因此未在其身上檢測到 LD50： 

 

表 3 小鼠到達中毒劑量的試驗 

註：（中毒現象：呈現四肢伏倒、震顫、閉目、呼吸抑制而死亡) 

實驗一（小鼠） 靜脈注射 腹腔注射 

麝香水提物 半數致死量 6.0g/KG   

麝香酮 
較大劑量 

（低於 LD50） 
動物呈現活動減緩 半數致死量 290±20.76mg/KG 

實驗二（小鼠） 靜脈注射 腹腔注射 

麝香水提物 半數致死量 6.0g/KG   

麝香酮 
  

較大劑量 

（低於 LD50） 

動物呈現四肢伏倒、震顫、閉

目、呼吸抑制而死亡 

半數致死量 152~172mg/KG 半數致死量 270 ~ 290mg/KG 

來源：百度百科以及作者統整 

 

 

 

 

http://baike.baidu.com/view/921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1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57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83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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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對其他動物的投藥方式與劑量的試驗 

註：(中毒現象：呈現四肢伏倒、震顫、閉目、呼吸抑制而死亡) 

動物 投藥方式 天數 狀態 

大鼠 腹腔注射 

55.56mg/KG 

連續 

20 天 

紅細胞與白細胞出現影響 

肝脾臟出現一定的增大、邊緣厚鈍、切片未見異常。 

大鼠 腹腔注射 

27.78mg/KG 

連續 

20 天 

體重、各臟器、血象均無變化 

大鼠 灌胃麝香 

60mg/KG 

連續 

15 天 

體重、血液、肝、腎均無異常改變 

家兔 灌胃麝香 

62mg/KG 

連續 

15 天 

體重、血液、肝、腎均無異常改變 

大鼠 灌胃麝香懸濁液 

2g/KG 

連續 

15 天 

體重、血液、肝、腎均無異常改變 

狗 肌肉注射 

麝香酮

400~800mg/KG 

連續 

14 天 

結果所有動物食欲增加，行動自如，肝、腎功能和血象

等均未發現異常 

猴 肌肉注射 

麝香酮 1.2g 

連續 

2 天 

無任何中毒現象 

來源：百度百科以及作者統整 

 

四、結果計算與討論 

 

根據表格以及麝香酮腹腔注射小鼠 LD50 為 290mg/kg 的實驗資料，可以大約估算出麝香

酮為中等毒性的藥品，在人體中的半數致死劑量約為 200g，若要將這一數字變為更加直觀的

結果，可以參考目前市場上比較常用的一些含麝香的藥物，以麝香心腦通片為例，每片麝香

心腦通片含有麝香酮 30mg，假設藥片中的其他非活性成分（乳糖）對人體毒性為 0，則服用

6 千多片麝香腦心通片，則有可能使一個體重 70kg 的成年人出現震顫、呼吸抑制等神經性症

狀而死亡，而藥品的說明書當中則規定藥物的推薦使用劑量為每次 1 片，在心絞痛發作時舌

下含服，遠遠低於藥物的致死劑量。因此，可以說，麝香腦心通片在正常狀態下使用，是非

常安全的。 

 

參、結論 

 

「是藥三分毒」是一句民間諺語，為提醒人們不要隨便吃藥而說，在中國古代對於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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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的認識都很簡單，嘗過有毒就是有毒，沒有發現就不認為有毒，而來自西方的毒理學描

述則清晰得多，所謂：「世上沒有無毒的東西，讓它們無毒的，僅僅是劑量而已」。 

 

 根據藥物毒性定義，我們可以得知的是藥物本身的毒性作用會對人體造成比較大的危害，

而副作用造成的危害對人類身體較輕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 

  

 而據由藥物毒性的分類，我們可以得知藥物的毒性反應可能會造成消化系統的不良反應

或是肝損害及腎損害等。 

  

接著我們可以由藥物毒性的研究方法藉著麝香的毒性反應得到各種動物的半數致死計量，

以利於我們可以推算出麝香作用於人體的半數致死劑量，因而破除人們對於用藥的迷思。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病人在用藥時既不要因藥物的毒副作用而懼怕吃藥以至於影響治療，

也不能擅自增加劑量增加出現藥物毒性的風險。藥物的毒性與服用劑量和藥物本身的毒性相

關，雖然根據目前已經發現的資料可以估算一些藥物在人體中的致死劑量，但是對於藥物在

人體中的蓄積毒性，長期使用的慢性毒性和對於不同器官以及對於胎兒和生殖的影響，研究

是有限的，因此在使用過程中應該秉持嚴禁的態度，諮詢相關專業人員，合理用藥，以免發

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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