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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在數位時代失去記憶─市場上沒有藥物可

以改善老年人的失智、抑鬱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

病。但多倫多研究人員認為，他們的藥物可以透過針

對學習和記憶中的特定細胞，並使細胞恢復活力來逆

轉失去的記憶。藥物在大腦中帶來的變化表明，其可

預防阿茲海默症初期的記憶喪失，並可能延緩其發

病。2019年2月相關研究人員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美國
科學促進會年會上發表了一項關於該藥物的專利，科

學家們希望在人類身上測試這種藥物，預計首次試驗

將在憂鬱症患者身上進行。

Avoiding losing your memory in the digital age ─ There 
are no medicines on the market that improve the sort of 
memory loss seen in old age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schizophrenia. But the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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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但多倫多研究人員認為，他們的藥物可以透過針

對學習和記憶中的特定細胞，並使細胞恢復活力來逆

轉失去的記憶。藥物在大腦中帶來的變化表明，其可

預防阿茲海默症初期的記憶喪失，並可能延緩其發

病。2019年2月相關研究人員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美國
科學促進會年會上發表了一項關於該藥物的專利。科

學家們現在希望在人類身上測試這種藥物，預計首次

試驗將在憂鬱症患者身上進行。當人們從憂鬱症中得

到緩解時，那些記憶力差或具有其他精神障礙的人往

往最容易復發。

Avoiding losing your memory in the digital age ─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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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rs believe their new drug can reverse failing 
memories by targeting specific cells involved in learning 
and memory, and rejuvenating them. The changes the drug 
brings about in the brain suggest it could prevent memory 
loss at the beginning of Alzheimer’s and potentially delay 
its onset. The researchers submitted a patent on the drug on 
Wednesday before a talk at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nual meeting in Washington 
DC. Scientists now hope to test the drug in humans, with 
the first trials expected to be in people with depression.

壹、新聞摘要*

市面上目前沒有藥物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失智、抑鬱症、

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但多倫多研究人員認為，他們的藥

物可以透過針對學習和記憶中的特定細胞，並使細胞恢復活

力來逆轉失去的記憶，藥物在大腦中帶來的變化表明，其

可預防阿茲海默症初期的記憶喪失，並可能延緩其發病。 

國外研發出一種支持患病的腦細胞的實驗性藥物，可望能改善

失智、決策不良或其他時常在老年時期發生的精神損傷。針對

失智的研究表明，該藥物與一種稱為GABA的神經遞質水平有

部分連繫，其正常工作是減慢神經元發射的速度，有效地抑制

大腦中的電「噪聲」，降低背景噪音，使大腦中的重要信號可

以更容易地處理。這種新藥是苯二氮卓類的衍生物，苯二氮卓

類藥物包括抗焦慮藥Valium和Xanax。雖然Valium和Xanax在大

*  Ian Sample, New Drug Raises Hopes of Reversing Memory Loss 
in Old Age, THE GUARDIAN, Feb. 14,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
com/science/2019/feb/14/new-drug-hopes-reversing-memory-loss-
old-age-depression-schizophrenia-alzheimers

z-vc647-醫事綜探-13-劉依俐.indd   166 2020/2/7   下午 02:28:15



www.angle.com.tw      167

腦中具有廣泛的作用，但這種新藥被設計用於靶向大腦關鍵部

位神經元中發現的特定GABA「受體」，如大量參與認知功能

的海馬體。在實驗室進行的測試的結果顯示，老年動物在接受

藥物半小時後具有更好的記憶能力。科學家發現，經過兩個月

的治療後，動物體內縮小的腦細胞又恢復了活力。

神經科學家Etienne L. Sibille1解釋：「在這項測試中，

老鼠的自然表現約為50%∼60%。它的工作記憶基本上不起

作用。但是在服用該藥物的30分鐘內，它們的表現又恢復到

80%∼90%，幾乎達到了幼鼠的水平。我們迅速逆轉了與年齡

相關的工作記憶缺陷，這令人興奮。」在最新的研究中，多倫

多研究小組表明在將兩種藥物放入飲用水中後，老年鼠體內縮

小的腦細胞會恢復生長。Sibille表示：「我們實際上可以培養

腦細胞⋯⋯它們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趨於縮小，並在神經退行性

疾病中會縮小。我們看到的是細胞生長到與幼小動物非常接近

的程度。」

實驗室測試結果顯示，當該給予健康的幼小動物該藥物

時沒有任何益處，這表明該藥物不會像認知增強劑一樣起作

用，並且為健康人類提供超人的記憶技能。2019年2月研究人

員於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發表了一項關

於該藥物的專利。如果預計在兩年內開始的臨床試驗表明該藥

物在預防記憶失誤方面是安全有效的，亦即這種藥物在人體試

驗中表現良好，Sibille表示：「任何年齡超過55∼60歲且可能

有後期認知問題風險的人都可能從這種治療中獲益」，並表示

這種治療不僅針對老年人正常的認知衰退，且針對通常折磨

抑鬱症、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記憶喪失和精神損

1  Etienne L. Sibille, Ph.D., Professor, Departments of Psychiatry,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Campbell Chair, Campbell Family Mental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Senior Scientist, 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CA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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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阿茲海默症。科學家在迷宮中對老鼠進行了藥物測試，發

現接受單劑量後半小時，年紀稍大的老鼠的表現幾乎與年輕老

鼠一樣好。這種藥物還恢復了年輕老鼠的表現，這些老鼠的記

憶因受到密閉空間的壓力而暫時受損。

以上研究結果均為正面，但也有反面的影響，科學家現在

希望在人類身上測試這種藥物，預計首次試驗將在抑鬱症患者

身上進行。研究顯示，當患者從抑鬱症中得到緩解時，那些記

憶力較差或有其他精神障礙的人往往最容易復發。

貳、相關法律分析

失智係一種以獲得性認知功能損害為核心並導致患者日常

生活、社交和工作能力明顯減退的綜合症。因病因而異，失智

也分很多種，如阿茲海默症、血管型失智、路易體失智和額顳

葉失智等2。失智症的原因很多，大致分為退化性及血管性兩

類，其中最常見為阿茲海默症與血管型失智症，阿茲海默症會

陸續出現認知、肢體障礙，造成運動功能退化而臥床、心肺衰

竭，臥床若過久會增加吸入性肺炎、尿道感染等可能導致死

亡；但部分的失智患者在死亡時並未確診、或被認定是因上述

感染而死亡，以致數據低估。患者死亡時應推論病因，如上述

部分死亡原因為失智症在先，應當列為失智症。目前失智症已

經榮登臺灣十大死因之一，近年來罹患失智症的人數顯著增

加。罹患失智症的高風險因素3包括：遺傳、年齡、血管性因

素、營養狀況、吸菸、飲酒、教育程度等4。

依臺灣藥事法第50條之規定，處方藥非經醫師處方，不得

2  蔣莉君，那些高知識分子都得了⋯失智和動不動腦有沒有關係？，
元氣網，2019年7月13日報導，https://health.udn.com/health/
story/10698/3926824（瀏覽日期：2019年8月2日）。

3  同前註。 
4  蔣莉君，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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