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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尿酸少痛風1
痛風在古代被稱為帝王病，現今已成了

應酬族、酒客、肥胖者常見的健康問題

。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邀請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藥劑部王美文

藥師，來提醒痛風用藥相關注意事項，

痛風是尿酸鹽晶體沈積於組織所造成的

各種症狀，如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痛風

石沉積、痛風性腎病變和尿路結石，好

發在足趾的關節，發作時關節局部紅腫

、發熱、疼痛反覆發作後，關節易腫脹

強直變形。

尿酸是普林（Purine）等遺傳物質（如

DNA等）中的一種含氮物質，可由身體

自己合成，及身體組織分解（如受傷或

減肥）所產生，或從高普林的食物所獲

得。普林一般會經過肝臟新陳代謝後形

成尿酸﹐最後由腎臟排出體外。而高尿

酸不一定會發生痛風，痛風的主要原因

為腎臟排泄尿酸不足，加上吃過多「高

普林」的食物，造成尿酸合成過多。

高尿酸的定義為每100cc血中，男性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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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毫克以上（7 mg/dl），女性6毫克以

上，尿酸越高，發生痛風的機會也就越

高。

在痛風的藥物治療方面，可以分為急性

發作期用藥及長期控制用藥，急性發作

期用藥主要為消炎止痛，長期控制用藥

則是降低體內尿酸。不過民眾如有痛風

症狀，仍應就醫治療，由醫師處方適合

之藥品。

1.急性期的治療用藥有以下3類，包括非

類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類固醇

藥品、秋水仙素。

(1)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S）：

最好於飯後服用；如果覺得胃腸不適，

可與胃藥一起服用，應配合足量的水，

服用後若有呼吸困難、起疹子、臉或眼

睛腫脹等情形，要立即停藥並告知醫師

。若有胃部不適、大便顏色變黑、尿液

變少、體重上升或水腫，應告知醫師。

(2)類固醇的藥品：與食物或胃藥併服以

減少腸胃不適，如果有感染的徵兆（如

發燒、喉嚨痛等）請速與醫師聯絡。

(3)秋水仙素：秋水仙素對尿酸的新陳代

謝沒有影響，它之所以能夠減輕痛風的

發作，是因為可抑制白血球吞噬尿酸的

結晶體，而白血球的吞噬作用是引起關

節炎的主要原因，若有手腳麻木、肌肉

疼痛、胃痛、發燒等症狀，應告知醫師

，服藥期間應避免飲酒，以免造成腸胃

道不舒服，並增加血中尿酸的濃度，降

低秋水仙素的效果。

2.長期控制用藥：長期治療以預防尿酸

鈉鹽沉積造成關節破壞及腎臟損害，目

的為降低血中尿酸值，沒有止痛效果。

藥品作用機轉可以分成兩大類：抑制尿

酸形成及增加尿酸排泄。

(1)抑制尿酸形成，常見藥品為Allopuri-

nol、febuxostat：飯後服用並配合大

量的水一起服用。如出現皮膚有紅疹、

排尿疼痛、血尿、眼睛刺激、嘴唇紅腫

等情形，應立即停藥，並通知醫生。

(2)增加尿酸排泄，常見藥品為Benz-

bromarone、Sulfinpyrazone：若有

消化道潰瘍、肝腎方面問題、懷孕／餵

哺母乳時，請事先告知醫師。萬一服藥

後出現食慾不振、全身、倦怠、黃疸，

也要告知醫師。        

提醒用藥要注意按時服藥、多喝水、飲

食控制並少吃高普林食物喔！

再生醫療主要是利用細胞、基因重建修

復人體的結構或功能，或者治療和預防

人類疾病，範圍包含「再生醫療製劑」

、「再生醫療技術」或「複合性醫療器

材」；為維護民眾的安全、權益和用藥

可近性，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

）依不同屬性，訂定專法分類管理，包

括再生醫療製劑與再生醫療技術。

再生醫療製劑

近來細胞、基因與組織工程等被應用於

治療許多病症，政府為使民眾可以接受

高品質的再生醫療製劑治療，並促進生

技產業研發，衛福部擬定「再生醫療製

劑管理條例」（草案），作為未來管理

依據，目前在立法審議中。

再生醫療技術

為了應病患需求，由特定醫療機構為病

患施行「客製化」的細胞治療，以重建

人體的構造、機能或治療疾病，稱為「

細胞治療技術」，為保障民眾權益與預

防風險發生，衛福部在去（107）年9月

發布「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

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簡稱特管辦法）

」，並開放6大項目的「自體細胞治療」

供醫療機構申請。這些申請案會經由專

家審查，從「細胞製程」、「移植同意

書」、「收費方式」與「救濟措施」等

面向，為民眾權益把關。而細胞製備場

所部分，則由食藥署執行實地查核，確

認人、機、料、法、環的各個環節是否

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規範（

GTP）」，以確保細胞之生產品質。

熱騰騰的豬血糕、潤餅、刈包出籠時，

再撒上一些花生粉，香氣順著舌尖滑入

喉中，真是人間美味，但是臺灣的氣候

高溫潮濕，花生粉如未妥善保存，萬一

孳長黴菌，進而可能產生黃麴毒素或赭

麴毒素污染。

黃麴毒素與赭麴毒素都是黴菌產生的次

級代謝物，食藥署為維護民眾健康，近

年持續執行花生粉中黃麴毒素污染監測

，105年至107年共抽驗145件，檢驗結果

137件（94.5%）符合監測當時適用的「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標準」，8件（

5.5%）超標（總黃麴毒素限量：15 ppb

以下）。不合格產品皆由地方政府衛生

局監督責任廠商回收銷毀，違規業者經

命限期改正，均已複抽驗合格。 

食藥署於108年1月1日實施修訂之「食品

中污染物質與毒素衛生標準」，其中花

生粉（供直接食用的花生及其加工產品

） 中 ， 總 黃 麴 毒 素 衛 生 標 準 修 正 為

4 ppb，並增訂花生粉（供直接食用的

花生及加工品）中黃麴毒素B1與赭麴毒

素A衛生標準，分別為2 ppb與3 ppb，

食藥署將持續加強市售食品真菌毒素監

測。

食品業者應依循新公告標準檢視產品製

程，強化品質管制，確保原料與成品符

合規定；民眾購買花生粉等花生製品時

，應選擇信譽良好的商家，購買後應避

免貯存於潮濕環境，可置於密封罐、袋

內免於受潮，或存放於冰箱維持低溫以

降低黴菌生長，並儘早食用完畢，如果

產品已超過有效日期或有發黴等異狀，

請勿繼續食用。

多喝水

飲食控制

按時吃藥

少吃高普林食物

遠離痛風4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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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醫療」
   是什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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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尿酸﹐最後由腎臟排出體外。而高尿

酸不一定會發生痛風，痛風的主要原因

為腎臟排泄尿酸不足，加上吃過多「高

普林」的食物，造成尿酸合成過多。

高尿酸的定義為每100cc血中，男性尿酸

在7毫克以上（7 mg/dl），女性6毫克以

上，尿酸越高，發生痛風的機會也就越

高。

在痛風的藥物治療方面，可以分為急性

發作期用藥及長期控制用藥，急性發作

期用藥主要為消炎止痛，長期控制用藥

則是降低體內尿酸。不過民眾如有痛風

症狀，仍應就醫治療，由醫師處方適合

之藥品。

1.急性期的治療用藥有以下3類，包括非

類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類固醇

藥品、秋水仙素。

(1)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S）：

最好於飯後服用；如果覺得胃腸不適，

可與胃藥一起服用，應配合足量的水，

服用後若有呼吸困難、起疹子、臉或眼

睛腫脹等情形，要立即停藥並告知醫師

。若有胃部不適、大便顏色變黑、尿液

變少、體重上升或水腫，應告知醫師。

(2)類固醇的藥品：與食物或胃藥併服以

減少腸胃不適，如果有感染的徵兆（如

發燒、喉嚨痛等）請速與醫師聯絡。

(3)秋水仙素：秋水仙素對尿酸的新陳代

謝沒有影響，它之所以能夠減輕痛風的

發作，是因為可抑制白血球吞噬尿酸的

結晶體，而白血球的吞噬作用是引起關

節炎的主要原因，若有手腳麻木、肌肉

疼痛、胃痛、發燒等症狀，應告知醫師

，服藥期間應避免飲酒，以免造成腸胃

道不舒服，並增加血中尿酸的濃度，降

低秋水仙素的效果。

2.長期控制用藥：長期治療以預防尿酸

鈉鹽沉積造成關節破壞及腎臟損害，目

的為降低血中尿酸值，沒有止痛效果。

藥品作用機轉可以分成兩大類：抑制尿

酸形成及增加尿酸排泄。

(1)抑制尿酸形成，常見藥品為Allopuri-

nol、febuxostat：飯後服用並配合大

量的水一起服用。如出現皮膚有紅疹、

排尿疼痛、血尿、眼睛刺激、嘴唇紅腫

等情形，應立即停藥，並通知醫生。

(2)增加尿酸排泄，常見藥品為Benz-

bromarone、Sulfinpyrazone：若有

消化道潰瘍、肝腎方面問題、懷孕／餵

哺母乳時，請事先告知醫師。萬一服藥

後出現食慾不振、全身、倦怠、黃疸，

也要告知醫師。        

提醒用藥要注意按時服藥、多喝水、飲

食控制並少吃高普林食物喔！

再生醫療主要是利用細胞、基因重建修

復人體的結構或功能，或者治療和預防

人類疾病，範圍包含「再生醫療製劑」

、「再生醫療技術」或「複合性醫療器

材」；為維護民眾的安全、權益和用藥

可近性，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

）依不同屬性，訂定專法分類管理，包

括再生醫療製劑與再生醫療技術。

再生醫療製劑

近來細胞、基因與組織工程等被應用於

治療許多病症，政府為使民眾可以接受

高品質的再生醫療製劑治療，並促進生

技產業研發，衛福部擬定「再生醫療製

劑管理條例」（草案），作為未來管理

依據，目前在立法審議中。

再生醫療技術

為了應病患需求，由特定醫療機構為病

患施行「客製化」的細胞治療，以重建

人體的構造、機能或治療疾病，稱為「

細胞治療技術」，為保障民眾權益與預

防風險發生，衛福部在去（107）年9月

發布「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

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簡稱特管辦法）

，並開放6大項目的「自體細胞治療」供

醫療機構申請。這些申請案會經由專家

審查，從「細胞製程」、「移植同意

書」、「收費方式」與「救濟措施」等

面向，為民眾權益把關。而細胞製備場

所部分，則由食藥署執行實地查核，確

認人、機、料、法、環的各個環節是否

符合「人體細胞組織優良操作規範

(GTP）」，以確保細胞之生產品質。

熱騰騰的豬血糕、潤餅、刈包出籠時，

再撒上一些花生粉，香氣順著舌尖滑入

喉中，真是人間美味，但是臺灣的氣候

高溫潮濕，花生粉如未妥善保存，萬一

孳長黴菌，進而可能產生黃麴毒素或赭

麴毒素污染。

黃麴毒素與赭麴毒素都是黴菌產生的次

級代謝物，食藥署為維護民眾健康，近

年持續執行花生粉中黃麴毒素污染監測 

，105年至107年共抽驗145件，檢驗結果

137件（94.5%）符合監測當時適用的

「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標準」，8件

(5.5%) 超標（總黃麴毒素限量：15 ppb

以下）。不合格產品皆由地方政府衛生

局監督責任廠商回收銷毀，違規業者經

命限期改正，均已複抽驗合格。 

食藥署於108年1月1日實施修訂之「食品

中污染物質與毒素衛生標準」，其中花

生粉(供直接食用的花生及其加工產品) 

中 ， 總 黃 麴 毒 素 衛 生 標 準 修 正 為 」 

4 ppb，並增訂花生粉（供直接食用的

花生及加工品）中黃麴毒素B1與赭麴毒

素A衛生標準，分別為2 ppb與3 ppb，

食藥署將持續加強市售食品真菌毒素監

測。

食品業者應依循新公告標準檢視產品製

程，強化品質管制，確保原料與成品符

合規定；民眾購買花生粉等花生製品時

，應選擇信譽良好的商家，購買後應避

免貯存於潮濕環境，可置於密封罐、袋

內免於受潮，或存放於冰箱維持低溫以

降低黴菌生長，並儘早食用完畢，如果

產品已超過有效日期或有發黴等異狀，

請勿繼續食用。

存放冰箱降低黴菌生長

置於密封罐、袋內避免受潮

保存方式

花生粉 安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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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報你知! � 歡迎加入｢TFDA食藥署」line@

我們將不定期跟您分享各種食品安全、安心用藥的相關大小事 😍。
立即掃描將本帳號設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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