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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屬於中樞神經興奮濫用藥物類的一種，長期的使用會造成心理
的依賴性及生理的耐受性而成癮，繼之引起破壞性行為及安非他命精神病症、造成高他殺致死率，造成
社會不安。本研究在以國人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致死的危害，造成人體大腦黑質中多巴胺神經元之形態學
及功能性變化，並利用蘇木紫-伊紅染色（hematoxylin＆eosin stain）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來觀察在甲
基安非他命使用後，中腦黑質有關兒茶酚胺（catecholamin）系統的代謝酶 tyrosine hydroxylase(TH)、
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VMAT）、neuronal membrane DA transporter（DAT）及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其組織形態學及功能的診斷意義。本實驗是收集台灣甲基安非他命致死案例，將死者中
腦黑質區(substantia nigra)取出，利用蘇木紫-伊紅染色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在顯微鏡下觀察 TH、
VMAT、DAT 及 GFAP 連續橫向切面之陽性神經元的表徵，結果顯示蘇木紫-伊紅染色下安非他命組黑
質中黑色素細胞明顯變淡，黑質中存有的核仁與細胞核間出現似染色體活動異常增強現象
（metamorphosis）之變化，核仁明顯，核質不均勻分佈泡狀沉著，細胞質出現淡化區，邊緣出現顆粒環
狀化，並結集包圍於細胞質內面，以致呈現四圈輪帶狀現象。在免疫組織化學與雷射共軛焦顯微鏡觀察
TH、VMAT、DAT 陽性神經原的改變，發現在安非他命組，TH、VMAT、DAT 陽性神經元數目有減少
且顆粒狀反應鬆散分佈在細胞質邊的情形，相反的 GFAP 陽性神經膠原細胞有增生現象且聚集之表徵。
本實驗證實甲基安非他命會造成人體中腦黑質組織形態學的改變，且 TH、VMAT、DAT 陽性神經元減
少，GFAP 陽性膠原細胞增生現象。這些結果支持黑質多巴胺神經元的減少與甲基安非他命濫用有密切
相關。
關鍵字：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黑質(substantia nigra)、多巴胺神經元(dopaminergic neurons)

前言
安非他命之氾濫，是由於安非他命的吸食方法

簡便，但吸食的安全劑量不易控制，在蕭開平實驗
室中，完整收集了 1991 年至 1996 年台灣地區甲基
安非他命濫用致死之法醫案例，加以分析研究指
出，國內吸食甲基安非他命的年齡層以青少年佔大
多數，死亡年齡的分佈則以 21 至 30 歲最高，由死
亡形態來看，因他殺致死者佔 17% [16]，由此可見
安非他命濫用導致意外事件層出不窮，更突顯出因
甲基安非他命濫用而造成之兇殘、暴力等犯罪案件
之嚴重情形，成為國內治安惡化之禍源。由此可知，
此藥影響國家治安以及失去生產力帶來的經濟損
失，其帶來的後遺症更是不容忽視。

甲基安非他命屬於擬交感神經興奮劑的一種。
甲基安非他命在人體中，經過去甲基化反應
(demethylation)而形成主要的活性代謝物－安非他
命。安非他命可增加神經末梢的神經傳導物質的濃
度，如多巴胺等。而且安非他命本身也可直接刺激
神經引起毒性作用[2]，發生急慢性精神症狀或身體
其他器官的傷害[10]。

甲基安非他命造成的神經毒性，1963 年首先由
Pletscher 等人所報導，經過多位學者從各種不同實驗
動物及時間、使用劑量的變數進行研究，發現長時
期、重複及高劑量的暴露在甲基安非他命類藥物的
結果，會導致持續性的黑質紋狀體多巴胺系統的神

經損傷。免疫組織染色法可發現，多巴胺代謝酶包
括 TH、VMAT、DAT 陽性神經元數目的減少及 GFAP
陽性神經元細胞增加的現象[1][8][12][13]。然而，對
於黑質區神經細胞體退化的形態動態損傷及軸突纖
維形態學改變未做進一步的說明，因此，本實驗目
的主要針對大腦黑質區進一步研究甲基安非他命濫
用對中腦黑質所造成的影響。

實驗材料與方法
壹、個案選擇方法

收集各地檢署提供死因解剖案例，根據死因相
驗偵查卷宗、法醫鑑定報告，選擇男性四位，女性
四位，其血液、尿液經氣相層析質譜儀檢測毒藥物
反應為陰性者為正常控制組，另一方面，選擇因毒
品造成中毒性衰竭致死者男性四位，女性四位，且
血液或尿液其中之一經氣相層析質譜儀檢測甲基安
非他命濃度超過 0.1g/mL 以上陽性死者為安非他命
組，兩組年齡介於 31~55 歲(表一)。

貳、步驟方法
由遺體取下中腦後，水平將中腦黑質區進行石

蠟包埋固定。

一、蘇木紫-伊紅染色
將標本切成 5m 厚度的切片，置於 75ºC 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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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鐘，標本經二甲苯脫蠟，遞減濃度之酒精溶液
復水(rehydration)後，標本浸潤於蘇木紫染液 2 分
鐘，再以自來水沖洗 15 分鐘後，浸入酸酒精（1mL
HCl/1L 70% ethanol），用清水沖洗 10 分鐘。將玻片
浸潤於伊紅染色液染色 40 秒，再分別以遞增濃度之
酒精溶液的酒精溶液脫水後，浸入 100%酒精與二甲
苯組織澄清液內清洗，以二甲苯潤濕後吹乾，以組
織封片膠（Histomount）封片，在光學顯微鏡下，進
行組織形態學的觀察。

四、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標本以有塗 silane 玻片承載，來進行免疫組織化

學染色，脫蠟過程與蘇木紫-伊紅染色相同。脫蠟後
加入 3 % H2O2於室溫下作用 30 分鐘，以 PBS 清洗，
加入 Protein Block Agent，以阻斷非特異性之抗原反
應，於室溫下作用 10 分鐘，再加入適當比例稀釋之
一級抗體（TH 1:2000、VMAT 1:200、DAT 1:300、
GFAP 1:150）於室溫下作用一小時，以 PBS 清洗；
加入有標定生物素(Biotin)之二級抗體，於室溫下作
用 10 分 鐘 ， 以 PBS 清 洗 ， 再 加 入
streptavidin-peroxidase（HRP）試劑 10 分鐘，PBS
清洗，最後加上 DAB 呈色 20 分鐘，以清水浸泡玻
片以終止呈色反應，再以蘇木紫染 20 秒做對比染色
(counterstain），洗去過多之蘇木紫，在自來水下沖水
5 分鐘，放置於室溫自然晾乾後加一滴 Crystal mount
抹平後風乾，最後用封片膠封片，將片子置於顯微
鏡下觀察染色結果。

五、免疫螢光組織
標本以有塗 silane 玻片承載，來進行免疫螢光組

織染色，脫蠟過程與蘇木紫-伊紅染色相同，脫蠟後
以 PBS 清洗，加入 Protein Block Agent，於室溫下作
用 10 分鐘，再加入適當比例稀釋之一級抗體（TH
1:2000、VMAT 1:200、DAT 1:300、GFAP 1:150）於
室溫下作用一小時，以 PBS 清洗；加入有標定生物
素(biotin)之二級抗體，於室溫下作用 10 分鐘，以 PBS
清洗，加入 streptavidin-FITC，靜置 30 分鐘，PBS
清洗，以 citifluor 封片觀察。

六、測量及統計分析
本實驗使用蕭開平於實驗室依據 Hally 改進建

立的點樣品法（point sampling method）逐一計算正
常控制組與安非他命組中腦黑質區多巴胺神經元的
陽性細胞體反應數，資料由「點樣品」法，輔以透
明膠片進行兩組 TH、VMAT、DAT 免疫組織化學染
色陽性神經元之計數，其實驗結果以平均值正負，
標準誤差表示（mean ± S.E.M）以 Microsoft Excel
進行 student t-test 統計分析。

結果與討論
一、甲基安非他命導致中樞神經系統神經毒性的緣
由分析

本實驗利用全國各地檢署因非自然死亡或疑似

非自然死亡以司法途徑進行法醫病理解剖案件中，
因甲基安非他命藥物濫用致死案例，用以了解人類
在使用甲基安非他命類藥物致死後，腦部神經化學
及形態學改變情形，以印證於動物實驗結果。在解
剖 16 位死者中，取出中腦黑質區，使用蘇木紫-伊紅
染色及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觀察比較正常控制組與
安非他命組多巴胺神經細胞體改變情形及形態變
化。

二、甲基安非他命在蘇木紫-伊紅染色後觀察造成動
態形態改變的探討

本實驗中正常控制組與安非他命組的黑質區經
蘇木紫-伊紅染色後，在核仁與細胞核間發現出現似
染色體活動增強現象（metamorphosis）之變化，使
細胞質中存有的黑色素（melanin）神經細胞有淡化
趨向，還出現顆環狀顆粒邊緣化，且聚集包圍於細
胞膜內緣呈邊緣顆粒狀分佈，以致呈現四圈輪狀現
象，此四圈輪狀之表現分別為第一圈核仁明顯，第
二圈細胞核質不均勻泡狀沉著，第三圈細胞質淡化
區，第四圈細胞膜邊緣顆粒狀分佈(圖一)。此四圈輪
狀區的表徵更可為未來診斷甲基安非他命中毒之病
理診斷指標（criteria）。

從安非他命組出現這四圈輪狀之表現及群組分
類之情形而言，可做為以下之解釋；我們知道細胞
核是細胞代謝、生長及繁殖的控制樞紐，而核仁的
明顯表現，可能因興奮性的的安非他命刺激下，使
得細胞核過分代謝，而細胞合成旺盛時核仁變大
[15]，此種過量製造、代謝導致核仁明顯及脹大，使
含蛋白質物質原料耗盡，也造成核質的不均勻泡狀
沉著。而細胞質出現淡化區現象，可能是由於因在
細胞基質中有完整的內膜系統，而內質網的功能可
佔細胞整個膜成分的一半以上，若內質網在病理條
件下受到損傷或某些因素作用時會發生腫脹、肥大
和某些物質的累積[15]，因此細胞膜在甲基安非它命
刺激下，使顆粒性內質網損傷，胞質內結構組織受
創，造成腫脹並在胞質出現淡化區，而最外圈的邊
緣顆粒狀分佈，可因前述的細胞破壞而產生凋亡蛋
白物質顆粒沉積。綜合以上理由，可做以下四個推
論，在興奮性安非他命藥物刺激下，會造成（1）細
胞核內原料因過度製造、代謝而致原料耗損（2）顆
粒性內質網損傷（3）細胞質腫脹（4）凋亡蛋白物
質顆粒沉積。這種種的徵像代表者在安非它命作用
下會造成黑質區有不同層度的破壞，以上尚待逐一
釐清。

三、黑質黑色素神經細胞的破壞對人類行為運動的
影響探討

目前在人的黑質中細胞群的多少並沒有一個確
實的數據，而神經元退化的情況，亦沒有一定的標
準數據可以憑證[7]。但可以瞭解的是，初期是用來
觀察單胺類的改變來研究甲基安非他命對於一個行
為的研究模式可能會有的改變中，而發現多巴胺數
量的減少是由於暴露在高劑量甲基安非他命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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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一個結果[9]。因此，長時期重覆使用甲基
安非他命造成的多巴胺神經元的變化，可以用來觀
察甲基安非他命使用者的行為模式。
四、在黑質區經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下觀察多巴胺
代謝之變化探討

本實驗進行中腦黑質之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來
檢測多巴胺神經元的陽性細胞體計數，從比較正常
控制組與安非他命組多巴胺代謝酶 TH、VMAT、DAT
陽性神經元在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下，經結果進一
步進行統計分析，得知在甲基安非他命作用下，會
造成黑質區 TH、VMAT、DAT 陽性神經元下降。由
圖二可知安非他命組的 TH 陽性神經元比正常控制
組減少達 33 ﹪，VMAT 陽性神經元比正常控制組減
少達 29 ﹪，DAT 陽性神經元比正常控制組減少達
31 ﹪。

但長期性的中樞系統外的多巴胺濃度升高，反
而造成黑質紋狀體多巴胺神經傳導物質的耗盡，酪
氨酸氫氧化酵素的活性降低，破壞多巴胺神經元末
梢產生病變、退化而死亡；因此，無論如何，一次
高劑量的給予或重覆不停的高劑量使用，會導致長
期黑質紋狀體多巴胺的減少，這種長期性的減少，
會使多巴胺神經末梢出現空洞凋亡狀的退化細胞，
但並非完全死亡，所以可以看到在黑質區的 TH(圖
三)、VMAT(圖四)、DAT(圖五)有減少的現象，這種
長期性的減少，會引起中樞多巴胺神經元徑路的神
經損傷[11][14]。或許，我們可以推論在甲基安非他
命的作用之下因長期使用後造成多巴胺代謝酶減
少，其所引起的神經毒性副作用，可造成黑質區細
胞出現不同程度的破壞，細胞的損傷，亦可以影響
到人類身體經由神經系統控管直接或間接造成身體
的傷害。

相反的，GFAP 陽性膠原細胞的表現在甲基安非
他命作用下是增生的情形(圖六)，在中樞神經系統受
損時如MPTP及6-OH DA ,誘導所造成之神經毒性使
多巴胺神經元凋亡實驗中可見星狀型細胞擔任修補
填塞的角色，它可藉由本身細胞質腫脹，肝醣代謝
異常，細胞質內纖維增生，細胞複製增殖等方式形
成永久的疤痕組織，而小的神經膠細胞則在神經系
統感染或受傷時扮演著防禦性吞噬細胞的功能
[5][6]。

五、以雷射共軛焦顯微鏡下觀察後之探討
在組織化學螢光下使用雷射共軛焦顯微鏡觀察

TH(圖七)、VMAT(圖八)、DAT(圖九)的改變，發現
到在安非他命組螢光的反應減弱及反應光減少，
TH、VMAT、DAT 顆粒狀陽性反應在正常控制組細
胞質中出現緻密分佈現象，相反的在安非他命組出
現鬆散分佈在細胞膜，可以更進一步證實在安非他
命作用下會造成多巴胺代謝酶數目減少，而長期持
續性的多巴胺減少的情況下，會使多巴胺耗盡，致
使活性降低[4]。

六、在安非他命作用下黑質區軸突纖維之探討

許多學者亦研究到重覆給予高劑量或一次的高
劑量，會導致長期性多巴胺濃度減少，這種減少是
屬於長期性的，也因此多巴胺的形態學也有退化現
象，在紋狀體通常這些多巴胺神經軸突末稍，會出
現 sparing cell body [3]。本實驗中經在免疫組織化學
染色法下可見黑質區神經細胞體軸突纖維在安非他
命組出現膨大腫脹現象，且排列不規則狀，顆粒狀
的陽性反應鬆散分佈，在觀察各層區的組織形態表
現是偏向一致性的改變。而有關神經細胞體軸突纖
維的退化形態，在不同的學者依不同的藥物劑量，
使用時間及動物種類，得到在高劑量甲基安非他命
作用下會造成纖維腫脹，細纖維密度減少及增加投
射纖維軸突末珠狀靜脈瘤的數目及大小，以及軸突
纖維出現腫脹及珠狀，細緻的網狀系統不再清晰
[3]，有此可知，甲基安非他命作用作用在細纖維的
變化，本實驗亦印證此結果。

總之，我們可以確定在安非他命藥物作用之
下，會造成軸突纖維的變化且在甲基安非他命作用
下，會造成多巴胺陽性神經元數目的減少，包括
TH、VMAT、DAT-陽性神經元減少，GFAP 陽性膠
原神經細胞表現增生現象，在細胞形態學上發現會
出現程度不一的損傷，由此可知，在甲基安非他命
作用下會伴隨多巴胺神經元破壞，而因為本實驗無
法確實掌握死者身體變異數，且很多的原因造成的
不同的死後變化，死後變化是否也引起一連串的代
謝反應，故對於藥物濫用致死機轉仍需要在進一步
追蹤探討。

結論
根據以往許多學者利用各種不同的動物進行甲

基安非他命的研究，而本實驗是採用因甲基安非他
命致死案例來進行研究，實驗結果發現使用甲基安
非他命致死案件的中腦黑質黑色素神經細胞會出現
四圈輪狀現象，多巴胺神經元 TH、VMAT、DAT 陽
性細胞本體數目比非使用甲基安非他命致死者減
少，而 GFAP 陽性膠原細胞表現增生現象，且伴隨
有形態學上的變化。而黑質各層區亦出現相同減少
情形，且皆出現神經膠原化變性。在軸突纖維方面
則觀察到膨大腫脹現象。但本實驗因取用司法偵查
中的遺體解剖進行實驗，由死者生前的吸毒背景輔
以毒物學檢查及觀察與正常控制組大腦組織中不同
的形態學改變做為研判，在許多限制下，故無法對
腦中複雜的神經傳導系統導致組織形態學上的改變
做更詳細的動態分析，但由本實驗室所得多巴胺代
謝的變化及蘇木紫-伊紅染色，觀察因甲基安非他
命造成人類中腦組織形態學的改變已足為安非他命
造成神經中毒性之診斷依據，並可以此結果作為人
類受安非他命中毒診斷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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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黑質區經蘇木紫伊紅染色形態學比較圖。正常控制組在
低倍率（A）及高倍率（B）可觀察到黑色素細胞明顯。安非他
命組在低倍率（C）及在高倍率（D），可觀察到黑色素細胞變淡
趨向，核仁與細胞核間出現顆粒狀物質，還出現顆粒環狀包圍，
以致呈現四圈輪狀現象，第一圈核仁，第二圈核質不均勻，第
三圈細胞質淡化，第四圈邊緣環狀顆粒化包圍。（A）、（C）圖比
例尺為 40μm，（B）（D）圖比例尺為 10μm。

圖二、在正常控制組與安非他命組案例中，多巴胺 TH、VMAT、
DAT-陽性神經元變化圖。結果顯示安非他命組的 TH、VMAT、
DAT 陽性神經元有明顯的下降。

圖三、黑質區經 TH 免疫染色之形態學表現圖。正常控制組在低
倍率（A）及高倍率（B），可見軸突呈細絲狀緻密的分佈。安非
他命組在低倍率（C）及高倍率（D），可見軸突粗大且雜亂不規
則分佈。（A）、(C)圖比例尺為 40μm，（B）、(D)圖比例尺為 10μm。

圖四、正常控制組與安非他命組黑質區經 VMAT 免疫染色形態
學比較圖。正常控制組在低倍率（A）及高倍率（B），神經元細
胞體明顯的 VMAT（punctat）反應，細胞體所伸出的軸突呈細
絲狀緻密的分佈。安非他命組在低倍率（C）及高倍率（D），細
胞核擴大，細胞體顆粒狀 VMAT（punctat）反應減弱，細胞體
所伸出的軸突明顯膨脹並呈現雜亂不規則排列狀分佈。（A）、(C)
圖比例尺為 40μm，（B）、(D）圖比例尺為 10μm。

圖五、正常控制組與安非他命組黑質區經 DAT 免疫染色之形態
學表現圖。正常控制組在低倍率（A）及高倍率（B），明顯的細
胞核，細胞膜邊緣清楚顆粒狀（punctat）的 DAT 免疫反應。安
非他命組在低倍率（C）及高倍率（D），細胞核不清晰，且核擴
大變淡，膜邊緣顆粒狀（punctat）的 DAT 免疫反應變少。（A）、
(C)圖比例尺為 40μm，（B）、(D)圖比例尺為 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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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正常控制組與安非他命組黑質區經 GFAP 免疫染色形態
學比較圖。正常控制組在低倍率（A）及高倍（B），神經軸突纖
維分佈析少且呈細絲狀，如同小星芒狀的散佈在黑質區，膠原
細胞的分佈均勻，沒有異常的聚集現象。安非他命組在低倍率
（C）及高倍率（D），軸突纖維呈大海星狀，軸突纖維粗且濃密
成團狀錯縱分佈，膠原細胞呈不均勻分佈。（A）、(C)圖比例尺
為 40μm，（B）、(D)圖比例尺為 10μm。

圖七、正常控制組與安非他命組黑質區 TH 免疫螢光後之表現
圖。正常控制組在低倍率（A）及高倍油鏡（B），觀察到顆粒狀
螢光現象明顯包圍在胞質中，軸突纖維細且排列規則。安非他
命組在低倍率（C）及高倍油鏡（D），觀察到顆粒狀螢光反應鬆
散分佈胞質中，軸突纖維膨大且不規則。（A）、(C)圖比例尺為
100μm，（B）、(D)圖比例尺為10μm。

圖八、正常控制組與安非他命組黑質區經 VMAT 螢光染色之表
現圖。正常控制組低倍率（A）及高倍油鏡下（B），觀察到核膜
邊界清楚，顆粒狀螢光反應緻密包圍於胞質中；軸突纖維較纖
細。安非他命組在低倍率（C）及倍油鏡下（D），觀察到核膜邊
界清楚，顆粒狀螢光反應鬆散分佈胞質中；軸突纖維膨脹呈不
規則排列。（A）、(C)圖比例尺為 100μm，（B）、(D)圖比例尺為
10μm。

圖九、 正常控制組與安非他命組黑質區經 DAT 螢光染色後之
表現圖。控制組在低倍率（A）及高倍油鏡（B），可觀察到顆粒
狀螢光反應緻密分佈於胞質膜邊。安非他命組在低倍率（C）及
高倍油鏡（D），可觀察到顆粒螢光現象鬆散的分佈在膜邊。
（A）、(C)比例尺為100μm，（B）、(D)比例尺為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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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理法醫病理解剖案之安非他命相關致死案例及正
常控制組案例資料

法醫研究所
個案數

性別 年齡 毒物結果血液
(µg/ml)

毒物結果尿液
(µg/ml)

1 ♀ 36 Negative Negative

2 ♀ 31 Negative Negative

3 ♀ 35 Negative Negative

4 ♀ 55 Negative Negative

5 ♂ 35 Negative Negative

6 ♂ 36 Negative Negative

7 ♂ 39 Negative Negative

8 ♂ 49 Negative Negative

1* ♀ 21 1.09 2.694

2* ♀ 37 0.259 —

3* ♀ 25 93.9 —

4* ♀ 37 0.259 —

5* ♂ 22 1.291 —

6* ♂ 32 0.243 11.882

7* ♂ 32 29.46 0.96

8* ♂ 45 0.262 —

案例號表個案編號 1-8，* 表甲基安非他命相關致死案
例，— 表示無尿液以供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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