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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帶狀皰疹疫苗：預防帶狀皰疹後神經痛之新希望           盧相如醫師       P 2  

 7/20 2019 新進神經科醫師頭痛診療研習營                                             P 6 

 7/27  夏季中區疼痛暨頭痛研討會                                                              P 7                 

                                                

各位頭痛學會的會員大家好: 

        

帶狀皰疹後的神經痛是神經科醫師在門診很常見的神經痛病例，因好犯於年紀大且

免疫力下降的病人，常造成病患嚴重的疼痛後遺症，雖然已有一些藥物與止痛技術

的幫忙，仍對病患的生活品質影響甚鉅，尤其帶狀皰疹影響到三叉神經與枕神經時，

對於治療頭痛的醫師也是一大挑戰。所謂預防勝於治療，這次很高興能邀請到台灣

頭痛學會常務理事盧相如醫師，為大家介紹與整理帶狀皰疹疫苗的最新知識與進展，

希望能提供臨床醫師一些新的選擇與想法。 

 

                                                                                                    電子報主編 : 施景森醫師 

秘書處報告： 

1. 2019-07-20 新進神經科醫師頭痛診療研習營，於早上 09:00~16:00，地點:台

大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議程表如後列。 

2. 2019-07-27  夏季中區疼痛暨頭痛研討會，地點:台中長榮桂冠酒店_16 樓會議

室(407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 666號)，議程表如後列。 

3. 2019 台灣頭痛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議日期為 11 月 16-17 日共兩日，分別會

在台南台糖桂冠酒店，及台南奇美博物館內舉辦，歡迎各位會員先預留時間起

網站：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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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加，11/16 眷屬也會安排一日遊行程(十鼓文化園區+奇美食品幸福工廠)(自

由參加，名額有限，須繳費)。11/17日下午參觀博物館館藏(專人導覽、自由賞

析都可)，讓嚴肅的學術會議，多一些輕鬆的人文課程。 

 

                                                                                                               台灣頭痛學會 敬邀 

 

帶狀皰疹疫苗：預防帶狀皰疹後神經痛之新希望 

盧相如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神經內科 

 

帶狀皰疹(herpes zoster, HZ)在台灣地區俗稱皮蛇，為水痘病毒所引起。此種病毒

經接觸感染表皮或黏膜後，除了在皮膚產生水痘，還會經由淋巴球之移動而散布，

最終停留在脊髓附近之背根神經節，進入休眠與潛伏狀態。隨著年紀增長，免疫系

統對於此病毒的壓制力會逐步下降，最終病毒再次活化，沿著神經擴散至皮膚，在

皮膚產生水泡與紅疹(帶狀皰疹)，合併神經發炎與疼痛。皮疹與疼痛，最終會隨著

免疫系統再次受到活化來對抗病毒，而有所緩解。但有部份病人，特別是免疫力較

差或年紀較大的患者，會在皮膚病灶已經癒合三個月之後，仍在原本病灶處持續感

受到疼痛或燒灼感。此種神經痛稱之為帶狀皰疹後神經痛(post-herpetic 

neuralgia, PHN)。帶狀皰疹後神經痛是老年人的惡夢之一，病人往往會痛上好幾

個月，甚至好幾年才會逐漸緩解，嚴重影響其生活品質。 

 

水痘病毒廣泛存在人類社會中。在水痘疫苗發明之前，可能高達 95%的民眾都曾

在兒童時期接觸或感染到水痘病毒。日本的高橋教授(Michiaki Takahashi)，於

1974 年發明水痘疫苗(vOKa)，經臨床經驗証實其預防水痘之效果，在世界各國逐

漸開始使用，以減少水痘病毒嚴重併發症之可能。在台灣，水痘疫苗於 1997 年於

國內核准上市，於 2004 年起提供全國年滿 1 歲的幼兒公費接種。台灣大多數中老

年人，因未曾施打過水痘疫苗，因此日後產生帶狀皰疹之風險較大。 

 

帶狀皰疹後神經痛在治療上很困難。目前控制神經痛的藥物，最常使用者為抗癲癇

用藥、抗憂鬱劑、麻醉藥物類止痛藥或局部麻醉貼片。此類藥物雖可緩解神經痛，

但多半有嗜睡、頭暈、水腫等副作用，用在年紀較大或腎功能不佳的患者不一定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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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同的患者對同一藥物的反應也不見得相同。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應根據病人

的症狀，考量可能之疼痛機轉，來處方最合適的藥物；但截至目前為止，在此方面

的研究並無新的進展。 

 

先前曾施打水痘疫苗的個體，於多年後仍有可能發生帶狀皰疹，但是相對機會較低。

因此，對於進入中老年期的成人，若能接受疫苗注射，喚醒免疫系統去壓制水痘病

毒，似乎是預防帶狀皰疹發生與避免帶狀皰疹後神經痛的可行方案。默沙東(MSD)

藥廠，於 2005 年發表研究証實，活性帶狀疱疹疫苗 Zostavax®(伏帶疹®)，對於

60 歲以上之成人，能減少帶狀皰疹(HZ)的風險達 51.3%，並減少帶狀皰疹後神經

痛(PHN)的風險達 66.5%[1]。因此，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於 2006 年核准此疫

苗用於 60 歲以上成人，之後再放寬此藥 50–59 歲之成人亦可使用；不過美國疾

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之預防接種組，仍建議此疫苗使用於 60 歲以上之成人。

伏帶疹®只需皮下注射一次便可達到其效果，可以和成人疫苗(如流感與 23 價肺炎

疫苗)同時接種。但伏帶疹®不適用於目前正接受化學治療、免疫抑制劑、高劑量

類固醇等免疫低下的病患或是(若有需要，應在免疫抑制治療前 14 天以上施打)，

也不適用於懷孕授乳之婦女。如果對於疫苗中某些成份會過敏的患者，如明膠

(gelatin)、新黴素(neomycin)等，也不適用。目前國內已有此一疫苗可供使用，

需自費。 

 

此外，另一款新型的帶狀皰疹疫苗，也在 2017 年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核准

上市了。此藥為 Shingrix®，由葛蘭素史克(GSK)藥廠生產製造。此藥為基因重組

次單元(subunit)疫苗。有別於伏帶疹®所使用之減毒水痘病毒， Shingrix®使用

水痘病毒表面醣蛋白 E 抗原，並添加特殊佐劑(AS01B)，來誘發免疫反應；相對減

毒疫苗，Shingrix®的安全性更高，且更能促進免疫細胞之活化。根據 2015 年發

表之研究成果，Shingrix 在 50 歲及以上群體，可減少帶狀皰疹(HZ)的風險達

97.2%，減少帶狀皰疹後神經痛(PHN)之風險達 91.2%[2]，優於伏帶疹®。

Shingrix®在不同年齡層的效果都差不多；而伏帶疹®對於 70 歲以上的族群效果

較差。此外，Shingrix®可用於某些免疫低下的病患(例如：類固醇劑量 <20 

mg/day of prednisone)，也是其優點。Shingrix®的缺點在於：(1)需肌肉注射兩

次(間隔 2–6 個月)，方能達到其療效；少了第二劑，無法獲得預期的保護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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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疫苗使用肌肉注射給藥，產生的免疫反應也較強，因此施打之局部疼痛反應與副

作用也會比伏帶疹®強烈。Shingrix®已取代成為伏帶疹®，成為美國疾病管制與

預防中心(CDC)所建議施打的帶狀皰疹疫苗。不過，Shingrix®上市時間不長，有

關其有效性與安全性，仍待更多臨床經驗來佐証。 

 

上述兩種疫苗的保護力有多長？據研究，伏帶疹®對帶狀皰疹(HZ)的保護力，會由

原本的 51.3%，於 7–11 年後下降至 21.1%；而 Shingrix®的保護力，會在注射後

三年下降至 85%，其長期效果仍有待觀查。因此，有些個體可能需於數年後，再

一次接受疫苗注射，以延續疫苗的保護力。 

 

哪些人需要接種帶狀皰疹疫苗呢？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之預防接種組的

建議可供參考[3]： 

- Shingrix®可使用 50 歲以上之成人，Zostavax®(伏帶疹®)可使用於 60 歲以上

之成人，不論幼時或先前是否得過水痘。 

- 施打疫苗前，不需詢問先前是否得過水痘，也不需接受血液檢查去評估有無水痘

病毒之抗體。但若有明確的血清學檢驗數據，顯示未曾得過水痘，還是應該先接種

水痘疫苗，不宜以帶狀皰疹疫苗取代。 

- 若有慢性疾病，如慢性腎衰竭、糖尿病、類風濕關節炎、慢性肺病等：建議使用

Shingrix®。 

- 先前接受 Zostavax®(伏帶疹®)，若隨時間而免疫保護力下降，需再次施打疫苗

時，可改用 Shingrix®。 

- 得過帶狀皰疹病史的成人，日後仍可能復發。因此，可在帶狀皰疹急性期結束、

完全緩解後，再施打 Shingrix® 

- 此二種疫苗，並不能用來治療帶狀皰疹(HZ)或帶狀皰疹後神經痛(PHN)，而是預

防其發生。 

  

 [1] Oxman MN et al. A vaccine to prevent herpes zoster and postherpetic 

neuralgia in older adults. N Engl J Med. 2005 Jun 2;352(22):2271-84. 

 [2] Lal H et al. Efficacy of an adjuvanted herpes zoster subunit vaccine in 

older adults. N Engl J Med. 2015 May 28;372(22):20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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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Kathleen L et a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for Use of Herpes Zoster Vaccines.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7/wr/pdfs/mm6703a5-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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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電子報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內容包括台灣頭痛學會的會員通知事項,及頭痛相關文章。本

園地公開，竭誠歡迎所有頭痛相關醫學著述、病例討論、文獻推介、研討會講座等投稿，

稿酬從優。敬請不吝指教, 感謝您的支持! 

 

聯絡人: 秘書 李瑞琦 會址: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901號-全人醫療科辦公室 

TEL：06-2812811轉 57421  FAX:06-2816161 

E-mail：taiwan.head@msa.hinet.net 

學會網頁：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