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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實驗一、類鴉片 mu 受體致效劑與 bombesin 受體致效劑調控癢覺與痛覺的

異同 

 從 DAMGO 在 52 ℃溫水縮尾實驗中的結果發現，隨著側腦室給予劑量的增加（0.03

－0.3 μg），可延長老鼠對於溫水縮尾的反應時間（圖 1）。這也說明類鴉片 mu 受體致

效劑 DAMGO 在大白鼠的熱刺激實驗中確實有減緩對痛覺刺激的反應。此外，Sterious

和 Walker（2003）運用溫水縮尾實驗亦觀察到側腦室注射給予 0.1 μg 以上的 DAMGO

可減緩對痛覺刺激的反應。此文獻的劑量也和本研究所使用的劑量 0.1－0.3 μg 相同。

而在先前的文獻指出，利用化學性刺激的福馬林（formalin）也發現側腦室注射 DAMGO

可以減緩對福馬林所引發的痛覺刺激。而其產生減緩對痛覺刺激的反應的劑量範圍 0.06

－0.6 μg 與本研究中的劑量範圍是相似的（Gogas et al., 1991）。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

以得知 DAMGO 在熱刺激以及化學性刺激的大白鼠痛覺動物模式中皆能減緩對痛覺刺

激的反應。 

 然而 DAMGO 對類鴉片 mu 受體有著很高的選擇性結合力，所以可以推斷 DAMGO

抑制痛覺的效果是經由類鴉片 mu 受體所傳導，雖然在本研究中並沒使用類鴉片 mu 受

體拮抗劑來做進一步的確認，但是在先前的文獻，Gogas 等人（1991）使用類鴉片受

體拮抗劑 naloxone 1.0 μg 可以逆轉 DAMGO 0.6 μg 所抑制痛覺的效果。而在 Sterious

和 Walker（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隨著類鴉片受體拮抗劑 naltrexone 劑量的增加，

對於 DAMGO 抑制痛覺效果的影響也越明顯。這些研究成果都支持了 DAMGO 減緩對

痛覺刺激的反應的能力，的確是經由類鴉片 mu 受體所傳導。 

 而在 DAMGO 的搔癢反應實驗中，不管是所選用劑量的高低都沒有辦法讓大白鼠產

生明顯的搔癢反應與理毛反應（圖 2）。這與在臨床上及靈長類動物的研究所觀察到的

類鴉片 mu 受體致效劑其藥性是有差異的。臨床上，脊髓腔內注射 morphine 在剖腹生

產手術期間，提供了很有效的止痛效果。但其最常見的副作用就是伴隨產生的癢覺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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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病患感到苦惱，這也顯示在人體的中樞類鴉片 mu 受體是可以“同時”調控癢覺與痛

覺（即抑制痛覺和引發癢覺）（Consins and Mather, 1984； Waxler et al., 2005； 

Ganesh and Maxwell, 2007）。而在靈長類動物的研究中，脊隨腔內注射具有抑制痛覺

劑量的 morphine 也會引發大量且時間長久（約數小時）搔癢反應，並且此搔癢反應是

可以被類鴉片 mu 受體拮抗劑 nalmefene 所抑制（Ko and Naughton, 2000）。這些證據

支持靈長類的中樞類鴉片 mu 受體可以“同時”調控癢覺與痛覺，此點是與臨床上使用類

鴉片 mu 受體致效劑所呈現的藥性是一致的。 

實驗一使用側腦室注射方式給予大白鼠高選擇性的類鴉片 mu 受體致效劑

DAMGO，結果顯示其可減緩其對痛覺刺激的反應，但並無法引發搔癢反應（即無癢覺

產生）。先前的研究使用脊髓腔內注射、側腦室注射及腦池內注射等不同的中樞注射方

式給予 morphine 時，結果指出唯有腦池內注射 morphine 隨劑量增加而增加的輕微搔

癢反應（Lee et al., 2003）。但是相較於以腦池內注射給予 bombesin 所引發的劇烈搔癢

反應（約每 10 分鐘 900 次搔癢反應），morphine 所引起的搔癢反應（約每 10 分鐘 100

次搔癢反應）是非常微弱的（Lee et al., 2003）。若再和靈長類動物的實驗做比較，同

樣運用脊髓腔內注射 morphine，猴子可以產生強烈的搔癢反應（約每 15 分鐘 500 次搔

癢反應），但是在大白鼠上則無法看到明顯的搔癢反應（Ko and Naughton, 2000； Lee 

et al., 2003）。此外，腦池內注射 morphine 能夠引起搔癢反應的劑量（0.01－0.1 μg）

是低於抑制痛覺所需的劑量（10 μg 以上）（Shannon and Lutz, 2002； Lee et al., 

2003）。但是靈長類動物的研究顯示，脊髓腔注射 morphine 10－320 μg 都能減緩對痛

覺刺激的反應，也可以同時觀察到猴子會有強烈而時間長久的搔癢反應（Ko and 

Naughton, 2000）。綜合上述的比較結果，可以看出大白鼠與猴子的中樞類鴉片 mu 受

體對於癢覺症狀的傳導和搔癢反應的引發是有很大的種屬差異性。 

 雖然在小鼠的研究中，觀察到中樞給予 DAMGO 所引起的搔癢反應，會有劑量相關

增加的趨勢（Kuraishi et al., 2000）。但脊髓腔內注射 DAMGO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是極

其微弱的。在這篇研究中所使用的劑量是為 0.2 nmol（約 0.1 μg），其產生的搔癢反應

的總次數每 60 分鐘只有約 60 次搔癢反應（Kuraishi et al., 2000）。若與 Ko 等人（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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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相比，猴子接受脊髓腔內注射 DAMGO（3 μg）產生強烈的搔癢反應（約每 15

分鐘 1300 次搔癢反應）。而猴子接受脊髓腔內注射 DAMGO（5 μg）其產生的搔癢反應

的總次數則有每 60 分鐘約 3600 次搔癢反應（Ko and Naughton, 2009）。雖然 DAMGO

使用的劑量不同，在兩個種屬之間所引發的搔癢反應卻有很明顯的差異。再從脊髓腔內

注射 morphine 的比較也可以發現，在小鼠的實驗中 60 分鐘的記錄期間只有前 20 分鐘

可以看到較為明顯的搔癢反應，其餘的 40 分鐘幾乎沒有反應（Tohda et al., 1997； 

Kuraishi et al., 2000）。反觀靈長類動物的實驗，猴子強烈的搔癢反應持續了 6－7 小時 

（Ko and Naughton, 2000； Ko et al., 2004）。因此可以得知類鴉片 mu 受體致效劑在

囓齒類與靈長類動物兩者所引發的搔癢反應，在行為的強度和行為的持續時間都有很大

的差別。 

綜合上述可知，在靈長類以及囓齒類動物兩者之間的中樞類鴉片 mu 受體的基本功

能是有差異性。靈長類動物接受中樞注射類鴉片 mu 受體致效劑，除了抑制痛覺外也很

清楚的引發癢覺行為反應（Ko and Naughton, 2000; Ko and Husbands, 2009），與臨

床上的發現一致（Consins and Mather, 1984； Waxler et al., 2005； Ganesh and 

Maxwell, 2007）。但是囓齒類動物則無法模擬如此的功能（Tohda et al., 1997； Kuraishi 

et al., 2000）。所以在囓齒類動物的搔癢反應實驗中，以其他藥物引發搔癢行為時，其

搔癢反應是否可以代表是因為癢覺所引起，是有待進一步確認的。舉例而言，先前的囓

齒類動物實驗中，脊髓腔內給予 substance P 可以引發小鼠搔癢反應（Moochhala and 

Sawynok, 1984； Inoue et al., 1999； Sakurada et al., 1999）。但是靈長類動物的實

驗卻有不一樣的反應，在 Ko 與 Naughton（2009）的研究中以脊隨腔內注射 substance 

P 可以觀察到增強猴子對痛覺刺激的反應，但卻不會引發搔癢反應。先前的研究顯示給

予止痛藥物並無法減緩由脊髓腔內注射 substance P 所引起的搔癢反應，認為搔癢反應

與痛覺傳導無關（Bossut et al., 1998； Frenk et al., 1988）。但是 De Castro-Costa 等

人（1987）卻認為搔癢反應對罹患關節炎的囓齒類動物來說是一種慢性疼痛的表徵。而

脊髓腔內注射給予囓齒類動物 substance P 進行痛覺實驗時，會引起搔癢反應、啃咬及

舔舐的行為，或許這一系列的行為與痛覺和生理不適有關（Moochhala and Sawyn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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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Inoue et al., 1999； Sakurada et al., 1999）。雖然在囓齒類動物實驗中，搔癢

反應可被當成是癢覺的觀察標的（Togashi et al., 2002； Lee et al., 2003），但搔癢行

為反應是否反映了癢覺或痛覺則決定在實驗情境。加入不同的實驗測量變項有助於釐清

某類藥物所引發的搔癢反應是否代表癢覺或痛覺的症狀。綜合上述的結果，可以了解在

人類和猴子等靈長類動物的類鴉片 mu 受體可以同時調控痛覺與癢覺。但是在囓齒類動

物，類鴉片 mu 受體確實能調控痛覺，但傳導癢覺的能力微弱而不如靈長類動物明顯。 

 在 bombesin 的搔癢反應實驗結果發現，側腦室注射給予大白鼠 bombesin 會引起

搔癢行為反應，而此反應有劑量相關性。在 0.03－0.3 μg 的劑量範圍裡，隨著劑量的增

加搔癢反應也有增加的趨勢（圖 3）。先前的實驗也提供了相同的佐證，Gmerek 和

Cowan（1983b）發現唯有中樞給予 bombesin 可以讓囓齒類動物引發隨劑量增加而增

強的搔癢反應，若是由全身性注射 bombesin 則無法引發搔癢反應。另外的研究指出，

利用脊髓腔內注射、側腦室注射和腦池內注射等不同的中樞給藥方式都可引發大白鼠隨

著劑量的增加而有強烈的搔癢反應（Lee et al., 2003）。藥物在大白鼠所引發的搔癢反

應其行為強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焦點。Inan 與 Cowan（2006）以 ethynylestradiol 使大

白鼠產生膽汁鬱滯的症狀，進而引發搔癢反應，但所引發的搔癢反應卻非常的微弱（約

每 30 分鐘 25 次搔癢反應）。若腦池內注射 morphine，則可以引發約 60 分鐘有 500 次

搔癢反應，然而以腦池內注射 bombesin 則可以觀察到將近 60 分鐘有 4000 次搔癢反應

（Lee et al., 2003）。本研究的結果也顯示側腦室注射 bombesin 也可引發大量的搔癢反

應，即 bombesin 0.3 μg 在 40 分鐘引發 2800 次搔癢反應。而從行為反應持續的時間

來看，腦池內注射 morphine 後的 60 分鐘觀測時間裡，最後的 20 分鐘的搔癢反應就有

減緩的趨勢；但中樞給予 bombesin 後在相同觀測期間內，並沒有看到搔癢反應出現減

低的現象（Lee et al., 2003）。在目前的研究文獻中可得知，bombesin 此物質是唯一可

以引發大白鼠強烈而時間長久的搔癢行為反應（Lee et al., 2003； Inan and Cowan, 

2006）。Bombesin 引發搔癢反應此行為模式應是一個有用的實驗工具來檢測實驗性止

癢藥物其抑制癢覺的潛在效能。 

 Bombesin 受體至少有兩種不同的受體亞型。一為 neromedin B 受體，另一個為



35 

 

GRP（gastrin-releasing peptide）受體；而 bombesin 對這兩個受體亞型都具有很高的

選擇性結合力（Jensen et al., 2008）。更有趣的是，Sun 和 Chen（2007）的研究指出，

GRP 受體致效劑可以引發小鼠的搔癢反應，而且 GRP 受體拮抗劑對於不同物質所引發

的搔癢反應都具有減緩的能力。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可就此兩種不同亞型做更進一步

的實驗。利用高選擇性結合力的 neromedin B 受體致效劑及 GRP 受體致效劑來檢測不

同的 bombesin 受體亞型其傳導癢覺/引發搔癢反應的功能是否具有差異性。 

在 52 ℃溫水縮尾實驗中，可以引發劇烈搔癢反應的 bombesin 0.3 μg 並不會改變

大白鼠對痛覺刺激的反應（圖 4）。在 Sun 和 Chen（2007）的研究中也提供了相同的

佐證，GRP 基因剔除小鼠不論是在機械性、化學性以及熱刺激的痛覺動物模式中都沒

有發現與正常小鼠的痛覺閾閥有任何的差異，但是對於不同物質所引發的搔癢反應則是

明顯比正常小鼠微弱。以上所述也指明囓齒類動物的 bombesin 受體只參與了癢覺的傳

導，卻對痛覺沒有任何作用。此外，哺乳類動物的脊髓中，也可以發現存在有與 bombesin

性質結構相近的胜肽存在（Panula et al., 1983； O'Donohue et al., 1984）。雖然目前

並沒有臨床研究的文獻確認 bombesin 受體在癢覺傳導的角色，未來更需要靈長類動物

與臨床上的研究來深入檢測其癢覺傳導的能力。 

 

實驗二、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類鴉片 mu 受體拮抗劑以及組織胺受

體拮抗劑對於 bombesin 引發的搔癢反應其抑制效果的比較 

 在藥物抑制搔癢反應的實驗中發現，全身性注射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

U-50488H 能抑制側腦室給予 bombesin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圖 5）。隨著 U-50488H 劑

量（0.01－0.3 mg/kg）的增加，其對搔癢反應的抑制效果也隨之增強。此抑制效果也

突顯出 U-50488H 對於強烈的搔癢反應有抑制的功能。從靈長類動物的實驗結果可以得

知，全身性注射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可以抑制由脊髓腔內注射 morphine 所引起的

搔癢反應，而且隨著劑量的增加，其減緩搔癢反應的效果也越顯著（Ko et al., 2003a； 

Ko and Husbands, 2009）。值得一提的是，具有抗搔癢效果的 U-50488H 劑量（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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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mg/kg）並沒有引發鎮靜嗜睡等副作用（Ko et al., 2003a）。在痛覺實驗中，全

身性注射 U-50488H 需要 1 mg/kg 的劑量才能減緩猴子對痛覺刺激的反應，且此劑量產

生鎮靜嗜睡的副作用（Butelman et al., 1993； Ko et al., 1998； Ko et al., 1999a）。

小白鼠的研究也發現，抗搔癢劑量的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並不會抑制其自身的活動

力（locomotor activity）（Togashi et al., 2002）。結合以上的結果可得知，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其抑制搔癢反應的效果並非根源於其副作用的產生。 

 目前研究文獻裡並沒有測詴 U-50488H 在大白鼠抗搔癢的潛在功能。本研究結果顯

示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對不同的受體所引發的搔癢反應也具有抑制的效果。先前的

研究指出，全身性注射大白鼠 U-50488H 需在 10 mg/kg 以上才能減緩對痛覺刺激的反

應（Barrett et al., 2002）。這說明了本研究中 U-50488H 能抑制搔癢反應的劑量，並不

具有減緩痛覺反應的效果。此外，先前的小鼠實驗中，也顯示了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

劑 U-50488H 的抗搔癢能力（Kamei and Nagase, 2001）。全身性注射給予小鼠

compound 48/80 會引發搔癢反應，隨著全身性注射 U-50488H 劑量增加，對其搔癢反

應的減緩效果也越明顯。在小鼠中具有抗搔癢效果的 U-50488H 劑量是在 3－10 

mg/kg，而能減緩熱刺激痛覺反應的 U-50488H 劑量是在 50－100 mg/kg；可知

U-50488H 在小鼠可抑制痛覺與癢覺的劑量亦不相同（Hiramatsu et al., 2001； Kamei 

and Nagase, 2001）。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可知，U-50488H 在各種屬動物中都具有抗

搔癢的效果，其抑制癢覺的劑量遠低於抑制痛覺的劑量。 

在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研究上，因為這類藥物對類鴉片受體拮抗劑的反應差

異，可將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分為 kappa-1 受體與 kappa-2 受體。這樣的分類主

要是因為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對高度選擇性類鴉片 kappa 受體拮抗劑 nor-BNI 和

類鴉片受體拮抗劑 naltrexone 的拮抗反應敏感度不同所致（Zukin et al., 1988； Clark et 

al., 1989； Butelman et al., 1993）。類鴉片 kappa-1 受體致效劑如 U-50488H，其作用

比較容易被 nor-BNI 或是 naltrexone 所抑制。而類鴉片 kappa-2 受體致效劑如 GR 

89696，則對同劑量的nor-BNI或是naltrexone的拮抗敏感度較低（Butelman et al., 1993, 

2001）。雖然分子生物的研究只確認一種 kappa 受體，即 kappa-1 受體（Simoni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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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但檢測 kappa-2 受體致效劑是否有相同的止癢功能有其必要性。 

本研究中比較類鴉片 kappa-1受體致效劑U-50488H和類鴉片 kappa-2受體致效劑

GR 89696 對於 bombesin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是否有相似的抑制效果。全身性注射類鴉

片 kappa-2 受體致效劑 GR 89696 能抑制側腦室給予 bombesin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圖

6）。隨著 GR 89696 劑量（0.3－3 μg/kg）的增加，其對搔癢反應的抑制效果也隨之增

強。綜合 U-50488H 的實驗結果，可以得知作用在不同亞型的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

均有抑制搔癢反應的功能。最近的文獻也提供了相關的佐證，在靈長類動物的實驗中發

現三種類鴉片 kappa-2 致效劑 GR 89696、nalfurafine 及 bremazocine 都可減緩脊髓腔

內注射 morphine 所引起的搔癢反應，而不會影響 morphine 抑制痛覺的效果（Ko and 

Husbands, 2009）。而在小鼠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研究中也發現，kappa-2 受體

致效劑 nalfurafine 能抑制不同物質所引發的搔癢反應（Togashi et al., 2002； Umeuchi 

et al., 2003）。從以上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類鴉片 kappa-1

和 kappa-2 受體致效劑都有效抑制搔癢反應的效果，而且在靈長類動物和囓齒類動物之

間並沒有種屬差異性。 

本研究也針對臨床上使用的止癢藥物，類鴉片 mu 受體拮抗劑 naltrexone 及組織胺

受體拮抗劑 diphenhydramine，來檢視其是否能抑制側腦室注射 bombesin 所引發的搔

癢反應。實驗結果顯示 naltrexone（0.1 mg/kg）和 diphenhydramine（10 mg/kg）兩

者都無法減緩 bombesin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圖 7）。Naltrexone 劑量的選用乃是基於先

前的文獻顯示，0.1 mg/kg 此一劑量能產生類鴉片 mu 受體拮抗的功能（Walker et al., 

1994）。另有研究指出 naltrexone 0.1 mg/kg 確實可以減緩大白鼠接受腦池內注射

morphine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Lee et al., 2003）。此結果顯示 naltrexone 只能抑制類鴉

片 mu 受體所傳導的搔癢反應，而無法抑制其他藥物/受體所引發的癢覺反應。此外，先

前的研究顯示 diphenhydramine 10 mg/kg具有抑制組織胺受體所傳遞的功能（Jin et al., 

2005； Orzechowski et al., 2005）。Diphenhydramine 10 mg/kg 無法抑制 bombesin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與早期的研究結果相同（Gmerek and Cowan, 1983a； Schulz et al., 

1984），證明了組織胺受體拮抗劑其抑制強烈的搔癢反應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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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往的研究可以發現癢覺症狀或搔癢反應是由獨立而不同的受體所引發，如中樞

類鴉片 mu 受體、組織胺受體和 bombesin 受體等（Gmerek and Cowan, 1983b； Ikoma 

et al., 2006； Ganesh and Maxwell, 2007）。因此在動物實驗運用各類受體的致效劑來

引發癢覺，以建立不同的癢覺行為模式，作為止癢藥物的測詴工具。從神經生理學的研

究，可以發現靈長類動物至少存在兩組不同的癢覺傳導神經細胞（Davidson et al., 

2007）。綜合以上所述，不難了解單一受體的拮抗劑確實難以抑制不同根源的癢覺症狀，

但是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卻是個例外。 

早期的一個重要文獻即指出，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具有止癢功能的潛力存在

（Gmerek et al., 1987）。在靈長類動物處於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戒斷期間其戒

斷症狀出現強烈的搔癢行為反應，這暗示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急性效果包含了止

癢的功能，也指明了類鴉片 kappa 受體的激發也許具有抑制不同根源的癢覺的廣泛功能

（Gmerek et al., 1987）。藥理學的研究也支持這樣的想法。在小鼠的研究，可以看到類

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能減緩 morphine、substance P 及組織胺所引發的搔癢反應

（Togashi et al., 2002； Umeuchi et al., 2003）。在大白鼠的研究，利用 ethynylestradiol

建立膽汁鬱滯的動物模式，也發現全身性注射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能抑制膽汁鬱滯

所引起的搔癢反應（Inan and Cowan, 2006）。在猴子的研究，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

劑也能減緩脊髓腔內注射 morphine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Ko et al., 2003a； Ko and 

Husbands, 2009）。本研究的結果也支持這樣的論點，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可以抑

制 bombesin 受體致效劑所引發的強烈搔癢反應。從以上的證據都說明了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不但具有很好的抗搔癢效果，並且對於各種不同藥物或疾病所引發的癢覺症

狀，都能有明顯的抑制效果。 

 

實驗三、類鴉片 kappa 受體拮抗劑對於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抗搔癢反應

的阻斷 

 由實驗二結果得知，全身性注射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可以抑制 bombesin 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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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搔癢反應。在接下來的實驗中，將確認中樞類鴉片 kappa 受體對於抗搔癢功能的角

色。因 bombesin 是透過側腦室注射給予，因此實驗三探討 U-50488H 透過側腦室的先

前注射是否可以抑制 bombesin 所引發的搔癢行為反應。實驗三結果發現，側腦室給予

U-50488H 可隨著劑量的增加而抑制 bombesin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圖 8）。特別是

U-50488H 3 μg 可顯著降低 bombesin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先前的囓齒類動物研究未曾

探討經由中樞給予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抗搔癢能力，本研究結果指出中樞給予類

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確實具有抑制搔癢反應的效果。綜合實驗二與實驗三的結果可得

知，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不論是全身性注射或是中樞給予都具有顯著的抗搔癢效

果。由此實驗也再次證實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抗搔癢效果及其廣泛的適用性。 

 在確認側腦室給予 U-50488H 的抗搔癢效果劑量後，接著測詴在此劑量下是否會改

變大白鼠的痛覺閾閥。實驗結果得知，具有抗搔癢效果的 U-50488H 3 μg 並沒有改變

大白鼠對於 52 ℃溫水的反應時間（圖 9）。從早期的文獻得知，以側腦室注射的方式給

予U-50488H，其劑量約在 40 μg才能延長大白鼠對熱刺激的反應時間（Hiramatsu et al., 

2001）。這支持了本實驗中側腦室注射 U-50488H 3 μg 無法抑制痛覺的結果。側腦室注

射 U-50488H 具有抗搔癢效果所需的劑量（3 μg）與有抑制痛覺反應的劑量（40 μg）

有約十倍以上的差距，說明了以側腦室注射 U-50488H 在抗搔癢與抑制痛覺其劑量的差

異。 

 此外，本實驗使用高度選擇性結合力的類鴉片 kappa 受體拮抗劑 nor-BNI 來確認類

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抗搔癢效果是否是經由類鴉片 kappa 受體所傳導。結果發現，

側腦室給予 nor-BNI可以逆轉U-50488H對於 bombesin 所引發之搔癢反應的抑制效果

（圖 10）。nor-BNI 阻斷了 U-50488H 的效果更進一步確認了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

的抗搔癢效果是經由中樞大腦內類鴉片 kappa 受體所傳導。 

 在靈長類動物的研究文獻中可以發現，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抑制脊髓腔內注射

morphine 所引發的搔癢反應的能力，能夠被 nor-BNI 所逆轉（Ko et al., 2003a； Ko and 

Husbands, 2009）。此說明了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在靈長類動物上的抗搔癢效果確

實是經由類鴉片 kappa 受體所傳導。而在小鼠的研究也指出，nor-BNI 可以逆轉類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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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pa受體致效劑 nalfurafine對 substance P所引發的搔癢反應的抑制效果（Togashi et 

al., 2002）。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得知，在囓齒類及靈長類動物裡 nor-BNI 皆能阻斷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抗搔癢效果，再次確認了類鴉片 kappa 受體在抑制癢覺的功能上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的探討類鴉片 kappa 受體和 bombesin 受體在中

樞神經系統裡其分佈的異同性，或是進一步的檢測這兩類受體是否共同存在於同一類的

感覺神經細胞。 

值得注意的是，在靈長類動物的研究裡，對於類鴉片 kappa-1 受體致效劑

U-50488H，或類鴉片 kappa-2 受體致效劑 nalfurafine 引發的抗搔癢反應，nor-BNI 都

具有阻斷的效果（Ko et al., 2003a； Ko and Husbands, 2009）。這些證據顯示，雖然

先前的研究將類鴉片 kappa 受體分為不同的亞型，但在抗搔癢反應的功能上及對

nor-BNI 的拮抗反應並沒有任何的差異。而在本研究的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抗搔癢

反應實驗顯示，U-50488H 與 GR 89696 都具有顯著的抗搔癢效果，並不因為亞型的不

同而有效果上的差異。以上的研究結果指出在囓齒類及靈長類動物裡，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其抗搔癢反應的效果並不會因為受體亞型的不同而有差異。 

 雖然先前的小鼠研究發現全身性注射 nor-BNI 可以引發搔癢反應，但此一反應可以

使用組織胺受體拮抗劑 chlorpheniramine 來減緩，故此搔癢反應可能是因為組織胺的釋

出所引發（Kamei and Nagase, 2001）。然而，在靈長類動物的研究中無法觀察到全身

性注射 nor-BNI 可以引發搔癢反應（Ko et al., 2003a； Lee et al., 2007； Ko and 

Husbands, 2009）。在本實驗中，亦不能觀察到側腦室給予 nor-BNI 可以引發大白鼠的

搔癢反應。此外，本實驗可以確認側腦室注射 nor-BNI 也不會影響 bombesin 所引發的

搔癢反應。綜合上述結果可以得知，nor-BNI 在大白鼠和猴子裡並沒有引發搔癢反應而

單純是一個類鴉片 kappa 受體拮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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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從本研究的結果結合先前的文獻研究，可以歸納出以下的重點： 

（一）中樞給予類鴉片 mu 受體致效劑對於引發癢覺和抑制痛覺的功能在囓齒類動

物和靈長類動物有很明顯的種屬差異性。 

（二） bombesin 此物質可以引發大白鼠強烈而時間長久的搔癢行為反應，未來實

驗可進一步探討 bombesin 受體亞型在引發癢覺功能的差異性。 

（三）從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研究結果可得知類鴉片 kappa-1 和 kappa-2 受

體致效劑都具有抑制 bombesin 引發強烈搔癢反應的效果。整合先前文獻關於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的研究（Togashi et al., 2002； Ko et al., 2003a），這類藥物也許具

有廣泛性抗搔癢效果的潛在療效。 

（四）中樞給予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具有抑制癢覺而不干預痛覺的功能，其抗

搔癢效果是經由中樞大腦內類鴉片 kappa 受體所傳導。 

 

本研究的結果支持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具有成為新一代止癢藥物的潛力，值得

進一步的臨床研究。此外，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比較 bombesin 受體拮抗劑與類鴉片 kappa

受體致效劑抑制不同根源的癢覺症狀的廣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