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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說：

每顆白色有刻痕之錠劑含：

Clomiphene Citrate 50mg

Clomiphene Citrate化學上稱為2-〔p-（2-chloro-1，
2-diphenylvinyl）phenoxy〕triethylamine dihydrogen citrate， 
其構造表示如下：

如上圖所示，一分子之檸檬酸（citric acid）正好能與一分子有
機鹼結合，Clomiphene Citrate實際上是三芳香基一乙烯基化
合物，如 Chlorotrianisene及 cholesterol抑制劑 triparanol等之
類似物。

作用：

Clomiphene Citrate為口服非類固醇藥物，在某些特定之無卵
婦女本藥可促進排卵。它是作用很強之藥物，故給藥物前須

對病人選擇及評估，給藥之時間及劑量亦須注意。謹慎的選

擇及治療則對特定之無卵病人可以有成功之療效。在特定之

無卵病人，Clomiphene Citrate都能促進排卵。排卵之指標包
括女性激素分泌高峰及兩相的基礎體溫變化曲線，排卵後尿

中妊娠二醇之分泌及子宮內膜黃體週期之特異性變化等。從

1964到 1978年有關Clomiphene Citrate治療之11篇論文之回顧
與評估，發現在排卵異常之 5154個以此藥治療之病人有 35%
懷孕。 

Clomiphene Citrate治療後懷孕之情形 (a)：

病人總數 ＝5154 活產比例 ＝86 （74~99.8）%

         （範圍） 流產比例 ＝14 （0.2~26）%

排卵比例 (b) ＝75 （50~94）% 單胞胎比例 ＝90 （67~100）%

有排卵週期之比例 ＝53 （33~69）% 活存比例 ＝99 （98.2~100）%

懷孕比例 ＝35 （11~52）% 多胞胎比例 ＝10 （0~33）%

懷孕病人比例　　

排卵病人比例
＝46 （22~61）%

活存比率 ＝96 （82~100）%

（a）包括非推薦治療劑量之病人   （b）所有研究之平均值
Clomiphene Citrate治療主題是增進腦下垂體促性腺激素之分
泌以促進排卵。這些促性腺激素可促進卵泡成熟且促進其內

分泌機能，然後促使黃體之成長及增進其機能。若尿中促性

腺激素及雌激素分泌量增加則表示腦下垂體已對此藥有反應。 

由 14碳（14C）標定之Clomiphene Citrate之研究發現此藥口服吸
收好，主要由糞便排出，口服後 5天平均 51%排出，在靜脈
注射後 5天內約排出 37%，但在一次給藥後 6週在糞便中仍有
14C表示殘餘藥物及其代謝物可能在腸肝再循環之途徑中以很
慢速率排出。

適應症：

不排卵婦女之不孕症。 

說明：

用於丈夫精蟲活動力正常而想要有小孩之不排卵婦女。

在用本藥治療前須先將其它不孕症之原因排除。此藥僅用於

有下述狀況之不排卵婦女：

1.   肝功能正常。

2.   生理上之內在雌激素分泌功能正常（如從陰道抹片、子宮
內抹片檢查、尿中或血清中雌激素含量測定，對助孕酮

有反應時之經血流量），雖然雌激素分泌量減少時比較不

適，但此藥仍能成功達到治療效果。

3.   對原發性腦下垂體或卵巢功能異常之病人本藥無效。對其
它病因所引起之卵巢功能異常，本藥也不能取代其它藥品

達成適當之療效。如甲狀腺及腎上腺功能異常時所引起之

卵巢功能異常。

4.   病人有異常之子宮出血時，在給Clomiphene Citrate前須作
詳細檢查。尤其須檢查是否有腫瘤產生。

禁忌：

孕婦：

雖然在本藥治療時未曾有直接對胎兒作用之報告，但在可能

已懷孕婦女則不要使用此藥，因動物實驗發現它有副作用。

為防止因疏忽而對早期懷孕婦女之繼續給藥，在此藥治療期

間須時時測定基礎體溫，若疑似懷孕者須停止給藥。若在本

藥治療時有兩相之基礎體溫變化，但隨後沒有經血之發生，

則必須排除卵巢囊腫或懷孕之可能性，直到正確的判定未懷

孕才可繼續第二週期之治療。

肝病：

有肝病或以前曾有肝功能異常之病人不要使用此藥。

異常性子宮出血：

有此症狀病人不可用此藥。

警告：

視覺上之症狀：

服用本藥時，醫生須告知病人有視線模糊或其它視覺障礙之

副作用。因此，會使駕車或機器操作之危險性增加，尤其是

光線變化很大時，雖然這些症狀之危險性尚未了解（請看副

作用），病人在視覺異常時，最好停止給藥而且須做完全之眼

科檢查。

注意事項：

Clomiphene Citrate治療前之診斷

要用本藥治療之病人須作詳細檢查，在治療前以及隨後之治

療週期前均須對骨盆作詳細檢查。本藥不要使用於卵巢囊腫

之病人，因它會使卵巢更進一步腫大。

由於子宮內膜癌及卵巢功能異常隨年齡增加而發生率增加，

子宮內膜組織切片檢查可判定是否有子宮內膜癌之發生。若

子宮有異常出血則須做更完全之診斷。

Clomiphene Citrate治療期間對卵巢過度之刺激

為避免治療期間卵巢過度脹大，在使用此藥時最好選用最小

之有效治療劑量，多囊性卵巢之病人對促性腺激素特別敏

感，此病人對一般劑量之 Clomiphene Citrate亦會產生過度
反應。在停止給予數天後，卵巢不會有生理上或異常性之過

度脹大反應。若病人服用本藥後有骨盆疼痛之症狀須詳細檢

查，若病人卵巢有腫脹之現象則須立刻停藥，直至卵巢體積

恢復至給藥前之體積為止，再度給藥時則劑量須減少且治療

期亦須縮短。一般子宮腫大或卵巢囊腫均在停藥後數天或數

週內消失。因此除非特別須要才做剖腹手術處理，否則卵巢

腫大最好以保守方式處理。

多產：

在過去之報告發現在此藥治療時多產之比例會增加。在 1803
個懷孕例中有 90%為懷孕單胎，10%為雙胞胎，三胎或多胎
之懷孕者少於 1%。在多產之孕婦中，有 96~99%為活產。在
病人接受此藥治療前醫生對病人及其丈夫均須告知有多產之

可能。

副作用：

症狀：

在一般治療劑量，其副作用不明顯，通常不太會妨礙此藥之

治療，但在初期治療時若使用較高劑量及較長期之治療則副

作用較常發生，較常發現之副作用有血管性潮紅（11%）、
異常性子宮出血（0 . 5 %）、腹部不適（7 . 4 %）、卵巢腫大
（14%）、乳房觸痛（2.1%）、視覺障礙（1.6%），血管性潮紅
與停經後之熱潮紅症狀相似，通常不太嚴重，在停藥後此

症狀就消失，腹部不適則與卵巢性不適或經前不適相似，

可能是卵巢腫大所致。另外有噁心及嘔吐（2.1%）、神經性
過敏及失眠（1.9%）、頭痛（1%）、頭昏眼花（1%）、排尿增
加（0.9%）、抑鬱及疲勞（0.8%）、蕁痲疹及過敏性皮膚炎
（0.6%）、體重增加（0.4%）、可逆性脫毛（0.3%）之報告，若
此藥以一般劑量給予，雖然週期性卵巢體積變化會更明顯，

但異常性卵巢腫大則不常發生，同樣地月經週期中期之卵巢

疼痛亦會較明顯。若長期或以較大劑量治療則卵巢腫大及囊

腫會較常發生，且月經週期中黃體週會延長。若病人有多囊

性卵巢則對 Clomiphene Citrate治療很敏感。在每 100毫克持
續 14天之治療，有少數卵巢過度腫大（尤其是多囊性卵巢者）
之症狀出現。因為此卵巢脹大之症狀通常會自動消失，故這

種病人通常以保守方法處理。

視覺上之障礙通常為「模糊」或過度黑暗或閃亮（閃爍性盲

點），其症狀之輕重與劑量成平行之關係。在停藥數天或數週

後症狀消失，這種症狀可能是視覺暫留之增強或持續，這種

症狀通常在遇到強光時出現或加重。

雖然在一日服 200毫克之病人測其一般視力發現其視力並未
減退，但視線模糊之症狀在此藥治療 7天後出現，至第 10天
則視力嚴重減退，沒有其它異常同時出現，而且此視力減退

之症狀在停藥 3天後恢復。其它眼科上盲點及視網膜電圖之
視網膜功能檢查亦有異常之報告。

BSP之實驗研究：

Sulfobromophthalein（BSP）之存留量測定中發現，共存留量大於
5%以上者，在受檢病人中有10~20%，此存留量隨Clomiphene 
Citrate之長期治療而逐漸增加，在肝病病人亦會較高，有些
病人其 BSP存留量在 Clomiphene Citrate繼續治療時會繼續減
少，其它肝功能檢查均為正常。

其他實驗室研究：

Clomiphene Citrate治療中不會有血液學上及腎功能上之異
常，蛋白質所結合之碘含量及血中膽固醇含量亦未改變。

生產上之異常：

Clomiphene Citrate治療後之 1803個出生嬰兒中有 45人中有異
常現象，其所佔比例為 2.5%。其中六個為Down's Syndrome，
一個為多種畸形之死胎，其它有下列異常者各有一個；外轉

斜視、畸形足、頸骨扭曲、淚腺阻塞及血管瘤等。其它異常

則沒有報告，專家們認為上述異常不是藥物所造成，因為這

種先天性異常之比例不比未用此藥之孕婦所產生之異常胎兒

比例高。

用法用量：

一般性考慮：

在從事婦產或內分泌異常治療時，醫生在 Clomiphene Citrate
治療前，須對病人詳細的診斷。必須經過診斷後之特殊病人

才可用此藥治療。必須先擬定治療計畫，對治療效果有妨礙

之其他因素必須先排除。在決定初劑量前，必須對藥效與副

作用間作折衷之選擇。例如，以每天 100毫克持續 5天之治療
必定比每天 50毫克給 5天之促進排卵及懷孕效果好。但當劑
量提高時，卵巢過度刺激及其他副作用均會增加。雖然劑量

與多產之間之關係尚未有明確資料，但劑量增加引起多產之

可能性亦會增加，這是藥理上合理的推測。

因此，病人治療之初劑量通常為每天 50毫克持續 5天，除非
病人對最初期之治療劑量沒反應時才增加治療量（請看治療

劑量）。替病人對促性腺激素特別敏感，包括多囊性卵巢病人

等，則最好以較低量及較短週期之治療為宜。

治療劑量：

第一治療週期之推薦劑量為每天給予 50毫克（1錠）持續 5
天，若病人於最近時間內無子宮出血之狀況則藥物可以任何

時候開始給予。若病人用助孕酮來引起經血之產生，或在治

療前已有自發性經血產生，則此藥最好是在月經來後第5天開
始給予。劑量應為每天給 50毫克持續 5天，若治療劑量已能
促進排卵，則在隨後治療週期中不須把劑量提高。若第一治

療週期未引起排卵，則第二治療週期劑量可增至每天給予 100
毫克（即2錠），持續給予5天，此治療週期是在第一個治療週
期後30天開始給予。一般劑量最好不要大於每天100毫克。

大部份的病人在第一治療週期就有反應，同樣的治療週期繼

續 3次已經足夠。若排卵仍未發生，則必須再次詳細診斷。
若病人在治療過程中未有排卵之跡象，則以更高劑量之治療

並不受推薦。

懷孕：

懷孕成功與否與行房時間是否洽當有關。為了使排卵時間有

規律性，一但 Clomiphene Citrate能成功地促進排卵後，其給
藥時間須固定於月經來後第 5天開始給予。就如其它藥物治
療方法一樣，Serophene治療之停藥方式亦是以漸減方式，因
此在隨後之幾個週期懷孕機率漸減，在 Serophene治療後若連
續 3次達到有效排卵反應但仍未懷孕，則最好不要繼續以此
藥治療。

包裝：

Serophene為白色有刻痕錠劑，紙盒包裝。10、30粒盒裝。

製造廠：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
廠　址：64 HaShikma Street, Kfar Sava 44102, Israel
藥　商：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89號6樓
電　話：(02)2162-1111

雪蘭芬 ®錠

Serophene
（Clomiphene Citrate錠，U.S.P., B.P.）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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