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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相關公告資訊 (106 年 07-09 月) 

公告日期 標題 
20180801 修訂前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9 月 13 日署授食字第 1001404945 號公告「含

pioglitazone 成分藥品之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20180928 SGLT2 抑制劑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修訂前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9 月 13 日署授食字第 1001404945 號公告「含

pioglitazone 成分藥品之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摘要：   含 pioglitazone 成分藥品，經彙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及臨床相關文獻

報告進行整體性評估，考量原公告所提及之十年觀察世代研究業已完

成，爰修訂原 100 年 9 月 13 日署授食字第 1001404945 號公告說明段一

仿單加刊內容如下：  
 「為期兩年的致癌性試驗中，在雄性大鼠的膀胱有發現腫瘤。除此

之外，在為期 3 年的 PROactive 臨床試驗中，隨機分派到 pioglitazone 的

2605 位病人中有 14 位 (0.54%)、隨機分派到安慰劑的 2633 位病人中有 5
位 (0.19%)被診斷出膀胱癌。若排除服用試驗藥物未滿一年即診斷為膀胱

癌的患者，則 pioglitazone 治療組的膀胱癌患者有 6 例 (0.23%)，安慰劑

組有 2 例 (0.08%)。試驗完成後，有一大子群的病人額外被觀察最多至 10
年，且很少額外曝露 pioglitazone。在 PROactive 試驗及追蹤觀察共 13
年間，膀胱癌發生率在 pioglitazone 治療組和安慰劑組之間沒有差別 (HR= 
1.00 [95% CI 0.59-1.72])。關於曝露 pioglitazone 的病人，其膀胱癌風險

的觀察性研究結果不盡相同，有些沒有發現 pioglitazone 與膀胱癌風險增

加有關，而有些則有。  
 一項在美國進行的為期 10 年的大型前瞻性觀察世代研究中，發現曾

曝露 pioglitazone 的糖尿病病人相較於不曾曝露的病人，膀胱癌的風險沒

有統計上的顯著增加 (HR =1.06 [95% CI 0.89-1.26]。一項用英國資料進行

的回溯性世代研究中，發現曾曝露 pioglitazone 與膀胱癌有統計上的顯著

相關 (HR 1.63 [95% CI 1.22-2.19]。  
 在一些研究中沒有發現 pioglitazone 的累積劑量或累積曝露時間與膀

胱癌的相關性，包括這個在美國的 10 年觀察性研究，然而在其他研究則

有。因這些研究和其他研究固有的限制及不一致的結果故無法確切解讀

觀察資料。Pioglitazone 可能與膀胱腫瘤的風險增加有關。現有資料不足

以判定 pioglitazone 是否為泌尿道膀胱癌之促癌因子。因此，本藥不適用

於進行性膀胱癌患者；曾有膀胱癌病史的患者，則應權衡本藥控制血糖

的效益與癌症復發的未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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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LT2 抑制劑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美國 FDA 發布警訊指出，曾有使用第二型糖尿病用藥 SGLT2 抑制劑類藥品

後發生生殖器與其周圍出現罕見但嚴重之感染的案例報告，此感染稱為會陰

部壞死性筋膜炎(necrotizing fasciitis of the perineum)，亦稱為弗尼爾氏壞疽

(Fournier’s gangrene)。因此美國 FDA 將於所有含 SGLT2 抑制劑類藥品仿單

中加註相關風險。Fournier’s gangrene 是一種極罕見但可能危及生命的細菌性

感染，會延及會陰部周圍皮膚下組織包括：肌肉、神經、脂肪和血管。細菌

通常會經由皮膚的切口或破裂處進入體內，迅速擴散並破壞其感染的組織。

患有糖尿病雖是發生 Fournier’s gangrene 的危險因子，然而於糖尿病病人中

仍屬罕見。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曾有第二型糖尿病病人使用SGLT2抑制劑類藥品後發生會陰部壞死性筋膜

炎(亦稱為 Fournier’s gangrene)的案例報告，這是一種可能危及生命的感染

症，須緊急使用抗生素並進行外科清創手術治療。在這些案例報告中女性

與男性出現的頻率幾乎相等，而其感染後的嚴重結果包含住院、需進行多

次外科手術與死亡。 

2.當病人的生殖器或會陰部出現壓痛、發紅、腫脹，伴隨發燒、無力，且有

明顯的疼痛，應評估病人是否發生 Fournier’s gangrene。 

3.若懷疑發生 Fournier’s gangrene，應立即使用廣效性抗生素治療，如有必要

應進行外科清創手術。應停用 SGLT2 抑制劑類藥品，密切監測血糖值並提

供合適的替代療法來控制血糖。 

4.應告知病人若生殖器或會陰部出現任何壓痛、發紅、腫脹，伴隨發燒或無

力，請立即尋求醫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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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藥品異動 (107 年 7-9 月) 

一、新進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適應症 

1 
Permethrin 50mg/g in 30 g 

tube   
Permethrin® 5% W/W 

cream 
衛福部食藥署專案之用途：治療疥瘡感染。 

2 

Certolizumab  pegol 

200mg/ml in 1 mL 

pre-filled syringe   

Cimzia® inj 1.類風濕性關節炎 Cimzia 適應症為用於治

療對至少一種疾病調節抗風溼藥物(例如

methotrexate)無適當療效之成人中至重度

活動性類風濕性關節炎。和 methotrexate 併

用時，Cimzia 被證實可減緩關節傷害的惡

化速度(以 X 光檢測)。  

2.僵直性脊椎炎(AS) Cimzia 適用於治療曾對

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NSAID)反應不佳或

耐受性不良的重度活動性僵直性脊椎炎成

人患者。 

3.乾癬性關節炎 Cimzia 適用於治療曾對

DMARD 療法反應不佳的活動性乾癬性關

節炎成人患者。 

3 
Pibrentasvir 40mg/ 

Glecaprevir 100mg 
Maviret® F.C. tab MAVIRET 適用於治療成人慢性 C 型肝炎病

毒(HCV)基因型 1、2、3、4、5、或 6 之感染。 

 
二、取消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說明 

1 
Indomethacin 50mg supp Indomen® 50mg supp 廠商停產，院內庫存已盡，藥委會

決議取消此品項。 

 
三、換厰、換規格、換劑型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說明 

1 
Silver sulfadiazine 500g Sulfasil ®cream 1%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2 
Lithium 300mg Lidin ®tab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3 
Bupropion SR 150mg Buprotrin ® SR tab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4 
Sodium tetradecyl sulfate Fibro-Vein® inj 本院衛福部專案申請進口藥品，更改專案進

口 廠 商 及 包 裝 規 格 150mg/5ml/vial 

3



國泰藥訊 10710(62)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說明 

(30mg/ml) 代碼變更為 PS35。開方及庫存單

位為 mL。 

5 
Lorazepam 0.5mg tab Anxiedin ®tab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6 
Metoclopramide 10mg/2ml Imperan® inj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7 
Amoxicillin 500mg Amoxicillin® cap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8 
Lidocaine HCl 2％ 20ml Lidocaine® 2％ 20mL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9 

Levamisole 40mg Levazol® tab 原廠停產。藥委會決議改以同成分、含量不

同規格產品替代。每錠藥品含量由 50 mg 變

更為 40 mg。請注意，代碼變更為 OL49。 

10 
Etodolac 400mg Pinton ®SR tab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11 
Progesterone 25mg/mL Progesterone® inj.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12 
Pentoxifylline 400mg Fylin ® retard F.C. tab 廠商變更錠劑形狀，由橢圓凸形改為長圓柱

形。 

13 
zidovudine／lamivudine Duovir® tab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14 
Acyclovir 250mg  Virless  Lyophilized ® 

I.V. Infusion inj 

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

產品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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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Caffeine Citrate (Peyona®)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劉書君藥師 

 

一、前言 

    早產兒呼吸暫停(apnea of prematurity)是
早產兒常見的問題之一，主要因呼吸中樞發

育不成熟而導致，通常發生在懷孕週數小於

35 週的早產兒；懷孕週數越小發生率越高，

週數小於 28 週與極低出生體重(<1000g)的早

產兒幾乎皆會發生 1-2。 

    病態的呼吸暫停指的是呼吸中止時間持

續 20 秒以上或者低於 20 秒卻伴隨因低氧血

症而發紺及心搏過慢(<100下/分鐘)的症狀 1。

頻繁發生呼吸暫停及心搏過慢可能會使血壓

下降及重要器官血液灌流不足，導致未發育

完全的大腦因缺血、缺氧受損，進而影響早

產兒未來神經發展，此外，還會影響腸道及

其他器官功能，症狀嚴重也可能導致呼吸衰

竭與插管 3-4。 

    有發生呼吸暫停風險的早產兒住院期間

都會裝置心肺及血氧監視器來監測呼吸及心

跳，若需頻繁給予刺激改善呼吸暫停症狀時，

可使用經鼻正壓呼吸治療(nasal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或 methylxanthine 類

藥物治療 2。Methylxanthine 類藥物包含

caffeine、 theophylline 及 aminophylline，本

篇將介紹本院新進藥物 caffeine citrate 
(Peyona®)。 

二、成份 

    Peyona®為靜脈輸注溶液，亦可供口服

使用，每安瓿藥液容量為 1mL，內含 caffeine 
citrate 20 mg (相當於 caffeine 10mg)5，臨床使

用劑量是以 caffeine citrate 計算。 

三、治療用途 

     

 

衛服部核准適應症為治療原發性早產兒

呼吸暫停，目前健保未給付，屬自費品項。 

四、作用機轉 5-6 

Caffeine的化學結構為 trimethylxanthine，
具有中樞神經系統興奮作用，臨床上應用於

早產兒呼吸暫停主要是透過拮抗 adenosine受
體 A1 與 A2a，產生以下藥理作用:(1)刺激呼

吸中樞，(2)增加每分鐘通氣量，(3)增加骨骼

肌張力，(4)增加代謝率，(5)增加攝氧量，(6)
增加對於高碳酸血症的反應，(7)降低高碳酸

血症的閾值，以及(8)降低橫隔膜疲乏。 

五、藥物動力學 5,7 

Caffeine citrate 易溶解於水溶液中，檸檬

酸(citrate)會在給藥後快速被代謝。以下介紹

caffeine 自吸收後的分佈、代謝與排除變化： 

Caffeine 可在輸注後數分鐘內開始產生

作用，平均達到最高血中濃度的時間(tmax)為
30 分鐘至 2 小時。口服吸收程度不受灌食影

響，但可能會延長 tmax。給藥後 caffeine 會快

速分佈至腦部，早產兒腦脊髓液中的 caffeine
濃度與血漿濃度相當。Caffeine 的分佈體積嬰

兒為 0.8~0.9L/kg，成人為 0.6 L/kg。目前尚未

有新生兒或嬰兒的蛋白結合資料，成人平均

蛋白結合率約為 36%。 

Caffeine 主要經由肝臟酵素 CYP1A2 進

行 N-demethylation 路徑代謝，但早產兒肝臟

酵素系統出生後尚未發育成熟，使得

theophylline 雖然是 caffeine 的活性代謝物，

但在給予 caffeine 後只約有 3~8%轉換成

theophylline，卻在給予 theophylline 後約有

5



 

25%會轉換回 caffeine。新生兒幾乎完全以腎

臟排除 caffeine，86%是以原型態自尿液排除。

早產兒在出生後 21 天內 caffeine 平均排除半

衰期(t1/2)為 52~96 小時，成長至 9 個月大時才

會與成人相同(t1/2 = 5 小時)。 

六、劑量及用法 

Caffeine citrate 可藉由靜脈輸注或口服方

式給予，不得採用肌肉注射、皮下注射、鞘

內注射或腹腔內注射 5。藥品使用劑量為：(1)
未曾接受過治療的嬰兒建議靜脈輸注 30分鐘

20 mg/kg 的起始劑量(loading dose)。間隔 24
小時後，靜脈輸注 10 分鐘或口服(如經鼻胃管)
給予5mg/kg/day的維持劑量，每24小時一次。

(2)若早產兒對於建議起始劑量的臨床反應不

足，可於 24 小時後給予最多 10~20mg/kg 的

第二劑起始劑量或考慮給予較高的維持劑量

10 mg/kg，(3)若早產兒對於上述兩種治療方

式反應皆不佳，可能需重新評估早產兒呼吸

暫停的診斷 5。(4)高於仿單建議劑量的療效和

安全性未知，雖然文獻中有指出起始劑量

50mg/kg與維持劑量 20mg/kg/day比起一般劑

量更能改善呼吸暫停次數與脫離呼吸器，但

目前高劑量 caffeine 使用尚未獲得共識且需

有進一步的研究說明 6。 

因目前腎功能與肝功能不全的研究尚不

全，故未有詳細的劑量調整建議。但腎功能

不全的病人 caffeine 累積可能性較高，需要給

予較低的每日維持劑量 5。由於療效區間寬

(5~25 mcg/mL)，除疑似毒性反應外不需要常

規性監測血中濃度 2。若為下列兩種情況建議

監測 caffeine 的基礎血漿濃度：(1)嬰兒的母親

在產前攝取大量 caffeine，因為 caffeine 會通

過胎盤，(2)嬰兒曾接受 theophylline 治療，因

此藥會代謝成為 caffeine8。 

Peyona®使用時可不稀釋或稀釋於 5%葡

萄糖、0.9%氯化鈉或10%葡萄糖酸鈣溶液中。

本藥不得與其他藥品混合使用或同時以相同

的靜脈輸注管給予。Peyona®不含防腐劑，故

僅限單次使用，未使用完的部分應丟棄不得

留至下次給予。稀釋溶液可保存於 25°C或 2 ~ 
8°C 下 24 小時 5。 

七、臨床治療地位 

臨床上 caffeine 主要用來治療早產兒呼

吸暫停，其他 methylxanthin 類藥物包括

theophylline 與 aminophylline 亦有相當長的使

用歷史及臨床經驗，但 caffeine 是目前唯一針

對早產兒呼吸暫停有核准適應症的治療藥物。

Henderson-Smart與De Paoli於 2010年發表之

統合分析結果顯示，methylxanthines 在開始治

療 2~7 天內可降低早產兒呼吸暫停發生頻次

及呼吸器輔助的使用 9。 

統 合 分 析 研 究 顯 示 caffeine 與

theophylline 在短期 1 週內對於早產兒呼吸暫

停與心搏過慢的治療效果相當，但在心搏快

速與餵食不佳的副作用發生率上，caffeine 則
顯著地低於 theophylline (RR=0.17 ， 95% 
CI=0.04~0.72) 10。 

在藥物動力學上， caffeine 半衰期為

52~96 小時，給藥頻率為一天一次，治療區間

較大 (5~25 mcg/mL)2。Theophylline 半衰期較

短 (17~43小時)，給藥頻率為每天二至三次，

治療區間較小，且血中濃度大於 20 mcg/mL
時有產生毒性的危險故安全性較低 11。

Caffeine相較於 theophylline有較好的吸收率、

較長的半衰期、較低的給藥頻率、較大的治

療區間、副作用較少及安全性高。 

八、臨床研究 

在日本一個非盲性、非對照的多中心試

驗中 12，收錄了 23 位懷孕週數介於 28~33 週

出生且患有早產兒呼吸暫停的病患，於第一

天給予病患靜脈注射 30 分鐘一劑的 caffeine 
citrate 20 mg/kg，第二天開始每天給予一次靜

脈注射或口服 10 分鐘的 caffeine citrate 5 
mg/kg，若治療效果不佳則 caffeine citrate 可
增加至 10 mg/kg，此試驗為期十天．結果顯

示在第一天及第二天有 60.9%的病患發生呼

吸暫停次數比未治療前減少了一半以上，而

在第三天到第十天間有 43.5%～56.5%的病患

有此改善；此外，病患血中濃度介於 11.87 至

18.82 mcg/mL，可維持於療效區間內。 

Schmidt B 等人 Caffeine for Apne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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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aturity (CAP)研究收納 2006 位出生體重

為 500~1250 公克之早產兒，caffeine 相較於

安慰劑組，使用於出生 10 天內輔助脫離呼吸

器、預防或治療早產兒呼吸暫停，可降低早

產兒孕後年齡達 36週時發生肺支氣管發育不

良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的 發 生 率 
(36.3% vs. 46.9%，p<0.001)13。為了解 caffeine
的長期作用，CAP 研究繼續追蹤至 18~21 個

月，統計死亡及發生神經發育方面失能(包含

腦性麻痺、認知遲緩、嚴重聽力損失及雙眼

失明)的情況，研究結果顯示 caffeine citrate
組發生死亡及神經發育方面失能的比率顯著

低於安慰劑組  (40.2% vs. 46.2% ， p = 
0.008)14。     

九、藥物安全性 

常見副作用 7，包括：神經方面：易怒心

臟方面：心搏過速(1%~10%)其他：餵食不佳

(8.7%)、輸注部位靜脈炎(1%~10%)、輸注部

位發炎(1%~10%)。 

嚴重副作用有 7，(1)心臟方面：心律不整

(0.01%~1%)。(2)內分泌代謝方面：酸中毒

(2.2%)、血糖過高、低血糖。(3)胃腸道方面：

胃炎(2.2%)、胃腸道出血(2.2%)、壞死性小腸

結腸炎(4.3%)。(4)神經方面：中樞神經系統

刺激、腦出血(2.2%)。(5)眼睛方面：視網膜

病變(2.2%)。(6)腎臟方面：腎衰竭(2.2%)。(7)
呼吸方面：呼吸困難(2.2%)、肺水腫(2.2%)。
(8)其他:敗血症(4.3%)。 

壞死性腸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是早

產兒的常見病因及死因。曾有報告指出發生

壞死性腸炎可能與使用 methylxanthine 類藥

物相關，在一個雙盲，安慰劑控制的早產兒

呼吸暫停研究中，共有 6 位受試者發生壞死

性腸炎：caffeine 組有 4 位，安慰劑組有 2 位，

最後有 3 位死亡 (caffeine 組 2 位，安慰劑組

1 位)，不過作者認為死亡的原因與 caffeine
無關，應是本身疾病因素所造成 15。另外，

在大型多中心的 CAP 研究中則並未發現

caffeine組發生壞死性腸炎的發生率高於安慰

劑組 13。由於目前尚未建立使用 caffeine 或其

他 methylxanthine 類藥物與壞死性腸炎之間

的因果關係，Peyona®藥品仿單仍建議所有接

受 caffeine 治療的早產兒謹慎監測是否發生

壞死性腸炎 5。 

十、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 methylxanthine 類藥物的比較，

如表一。 

十一、結語 

Caffeine citrate 為衛福部核准治療早產兒

呼吸暫停的藥物，在使用上為一天一次較具

便利性，副作用也較少且療效區間也較高，

是治療早產兒呼吸暫停的首選藥，雖然目前

無健保給付需自費，但對於高風險的早產兒

及 theophylline 不耐受的病人，此藥物可提供

臨床上更佳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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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Methylxanthine 類藥物比較表 

品項 Caffeine citrate (注射/口服) 
Aminophylline (注射) 

Theophylline (口服) 

用法 QD Q12H~Q8H 

劑量 

靜脈輸注一劑 30 鐘 20 mg/kg 的起始劑量

(loading dose)。間隔 24 小時後，靜脈輸注

或口服 10 分鐘 5mg/kg 的維持劑量，每 24
小時一次。 

若早產兒對於建議起始劑量的臨床反應不

足，可於 24 小時後給予 10~20mg/kg 的第

二劑起始劑量或考慮給予較高的維持劑量

10 mg/kg。 

靜脈注射:一劑 5 mg/kg(loading dose)，之後

給予 5 mg/kg/day(分為 2 至 3 次給予) 

口服: 一劑 4 mg/kg(loading dose) ，之後給

予 4 mg/kg/day(<28 天的新生兒:分為 2 次

給予，每 12 小時一次；>28 天的嬰兒:分為

3~4 次給予，每 6~8 小時一次) 

半衰期 52~96 小時 17~43 小時 

治療濃度 5~25 mcg/mL 6~12 mcg/mL 

安全性 
高 
Toxic：>50 mcg/mL 

低 
Toxic：>20 mc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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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藥介紹：Evolocumab (Repatha®)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趙書郁 藥師 

 

一、 前言 

心臟疾病在我國國民的十大死因中排名

第二 1 ，冠狀動脈心臟病 (coronary artery 
disease,CHD)就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冠狀動

脈 疾 病 最 常 因 動 脈 粥 狀 硬 化 斑 塊

(atheromatous plaque)產生的血管腔阻塞所造

成。此疾病最初是因為血液中含有過高血脂，

導致低密度膽固醇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滲入血管內層形成油脂斑，

並慢慢形成脂質核心，為了包覆這些脂質核

心，纖維細胞製造出纖維層，逐漸形成凸出

於血管內壁的粥狀瘤斑塊，管腔狹窄或阻塞，

導致心肌缺血缺氧，即造成冠心病。疾病的

表現包括穩定型心絞痛、急性冠狀動脈症候

群、心因性猝死及心衰竭 2（圖一）。 

高血脂也可以是脂蛋白代謝出現單一遺

傳基因缺陷造成的結果。因此要早期診斷與

早期治療，病人除了養成健康的生活型態及

飲食外，還需配合藥物治療，傳統的降脂藥

品治療有其侷限，因此，新一代的降血脂藥

品是迫切需要的，而 PCSK 9（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抑制劑正是

其中之一。 

本文將介紹本院新進的 PCSK 9 抑制劑

evolocumab (Repatha®)，中文名為瑞百安注射

液。 

二、 成份 

Repatha®單次使用之 SureClick 預充填注

射筆中有 1 mL 溶液，含 140mg 的 evolocumab。
溶液為澄清至乳白狀，無色至淡黃色，幾乎

沒有微粒。 

其賦形劑為脯胺酸、冰醋酸、聚山梨醇

酯 80、氫氧化鈉以及注射用水。注射筆的針

頭蓋由乾燥天然橡膠製成，部分病人可能會

有過敏反應 3,4。 

三、 治療用途 

1. 衛生福利部適應症 
對於已接受最高耐受劑量 statin類藥品，

但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C) 仍無法

達到目標值之異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HeFH)，或動脈粥狀硬化心血管疾病 
(clinical ASCVD)之成人病人，Repatha®可作

為飲食外的輔助治療。 
對 statin 類藥品不耐受或禁用 statin 之

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異合子家族性及非家

族性 )或混合型血脂異常之成人患者，

Repatha®可單獨使用或併用其他降血脂藥

物，作為飲食外的輔助治療 3,4。 

2. 罕見疾病適應症 
同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適用於飲

食及其他降血脂療法（如：statins、ezetimibe、
LDL 血漿析離術）之輔助療法，用以進一

步降低 LDL-C，但 LDLR-negative mutation
之病人除外 5。 

四、 作用機轉 

血液中 LDL-C 的清除，主要經由與肝細

胞表面的低密度脂蛋白受體 (LDL-R) 結合

並進入細胞內代謝，其後 LDL-R 會回收到細

胞表面繼續結合更多的 LDL-C。PCSK9 是一

種酵素，會與 LDL-R 形成不可逆的鍵結，進

而促進 LDL-R 在肝內分解 6（圖二）。 

Evolocumab是一種完全人類 IgG2抗體，

可選擇性結合至 PCSK9，防止血液循環中的

PCSK9 與肝臟細胞表面的 LDL-R 結合，進而

防止 PCSK9 調節的 LDL-R 降解。肝臟細胞

表面 LDL-R 數目增加會導致 LDL-C 減少 3,4,6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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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藥物動力學 

健康成人單次皮下注射給予 140 mg 或

420 mg 之後，會在 3 至 4 天內達到中位數最

高血清濃度，藥物動力學模式評估其絕對生

體可用率為 72%。 

Evolocumab 是由胺基酸和碳水化合物組

成，為天然免疫球蛋白，其代謝及排除預期

會與免疫球蛋白清除途徑相同，降解為小胜

肽及胺基酸單體。估計有效半衰期為 11 至 17
天 3,4。 

六、 劑量及用法 

Evolocumab 的建議劑量為每兩週一次 
140 mg 或每個月一次 420 mg。可在腹部、大

腿或上臂區域進行皮下注射。注射部位應經

常變換，不可注射於觸痛、瘀青、發紅或變

硬的皮膚上。 

目前尚未確立年齡未滿 18 歲兒童使用

evolocumab 治療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及混

合型血脂異常的安全性及療效。老年患者不

需調整劑量。輕度至中度肝功能不全患者、

輕度至中度腎功能不全患者不需要調整劑量；

關 於 重 度 腎 功 能 不 全  (eGFR <30 
mL/min/1.73 m2)及重度肝功能不全患者則未

有研究。 

Evolocumab 應儲存於 2-8°C，勿冷凍。

保存於原本的包裝盒內，避免光線直射 3,4。 

七、 懷孕與授乳 

目前尚無 evolocumab 用於懷孕女性的

資料，或資料有限。懷孕期間不應使用，除

非該女性的臨床狀況需要使用 evolocumab 進

行治療。目前尚不清楚 evolocumab 是否會分

泌至人類乳汁中。決定是否停止哺乳或停用/
禁用 evolocumab 療法時，必須考量哺乳對小

孩的效益以及該女性接受治療的效益 3,4。 

八、 臨床治療地位 

因為動脈粥樣硬化生成(atherogenesis)為
多種因素所致(血脂異常、家族中有早發性冠

狀動脈疾病的病史、吸菸、高血壓、肥胖與

糖尿病)，所以治療應該要針對所有可修症的

危險因子。初級和次級預防的研究顯示，積

極降低脂質治療在冠狀動脈事件的死亡率以

及所有死亡成因上，都有顯著的降低。目前

治療方式是使用 statin 類藥品為主，這類型藥

物的治療約可降低 40~50%的 LDC-C，但對

於較嚴重型患者，仍與治療目標值有差距。

若單獨使用 statin 類降脂血藥無法有效控制

時，則可併用 ezetimibe。如果仍不能充分降

低 LDL-C，可以加用 PCSK9 抑制劑 7,8。 

九、 臨床研究 

DESCARTES 是一項多國、多中心、雙

盲、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為期 52 週的研

究，共有 901 名接受依試驗計畫書指定的背

景降血脂治療(僅接受飲食、atorvastatin 或併

用 atorvastatin和 ezetimibe) 的高血脂症病人。

背景治療穩定後(LDL-C ≥75mg/dL)的病人，

隨機分配分別接受安慰劑或 evolocumab 420 
mg 每月一次皮下注射給藥。試驗結果顯示，

第 52 週時，治療組和安慰劑組的 LDL-C 值

相對於基期的百分比變化，其平均治療差異

為-57.0±2.1% (p 值˂0.001) 9，詳見圖四。 

GAUSS-2 是一項多國、多中心、雙盲、

隨機分配、ezetimibe對照，為期 12週的研究，

共收納 307 名無法耐受 statins 或 statins 有效

劑量的患者。病人接受 evolocumab 420 mg 每

4 週一次或 ezetimibe 10 mg 每日一次，第 12
週時，LDL-C 值相對於基期的百分比變化，

其 平 均 治 療 差 異 為 -37.6%(95% CI 
-42.2~-32.9%; p ˂0.001) 10，詳見圖五。 

OSLER 是一項隨機分配、對照、開放性

的延伸性試驗，執行於已在「母」試驗完成

治療的病人，評估 evolocumab 的長期療效。

共 納 入 4465 名 病 人 ， 每 月 一 次 
evolocumabtha® 420 mg 相較於對照組，第 12
週的 LDL-C 下降了 60.9%，治療效果可維持

超過 124 週。追蹤一年後的心血管事件發生

率 也 有 顯 著 下 降  (HR=0.47, 95% CI 
0.28~0.78; P=0.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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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藥物安全性 

在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和混合型血脂異

常病人以及同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病人

的樞紐、對照臨床試驗中，常見(≥1/100 ~ 
<1/10)的不良反應有：流行性感冒、鼻咽炎、

上呼吸道感染、皮疹、噁心、背痛、關節疼

痛以及注射部位反應(紅斑、疼痛及瘀青)。不

常見(≥1/1,000~ <1/100)的不良反應有：蕁麻

疹 3,4。 

十一、 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目前已有兩種新一代注射性藥物

PCSK 9 抑制劑 alirocumab、evolocumab，詳

細比較於表一。 

十二、 結語 

根據 2017 年台灣高風險病人血脂異常

臨床治療指引 8，對於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的

病人，積極的 statins 類藥品治療可減少病人

發生再發性缺血、心肌梗塞及死亡的風險。

目標 LDL-C 小於 70 mg/dL，如果 statins 類藥

品最大耐受劑量不能達到 LDL-C 目標時，合

併使用口服膽固醇吸收抑制劑(ezetimibe)，多

數的病人能使LDL-C充分下降。若LDL-C 的
反應不如預期，可考慮合併使用 PCSK9 抑制

劑，幫助病人積極達標。Evolocumab 被視為

statins 類藥品之後，血脂控制的最大進展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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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Alirocumab 與 Evolocumab 的比較表 3, 4, 14, 15, 16,17 

品項 Evolocumab Alirocumab 

商品名/含量 
Repatha®預充填注射筆 

140 mg /1 mL/pre-filled pen 

Praluent®預填注射筆 

75mg /1mL/ pre-filled pen  

適應症 

衛服部適應症： 

1.對於已接受最高耐受劑量 statins，但低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 (LDL-C) 仍無法達到目標值之

異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HeFH) 或動脈

粥狀硬化心血管疾病 (clinical ASCVD) 之成

人病人，Repatha® 可作為飲食外的輔助治療。 

2.對 statins 不耐受或禁用 statin 之原發性高膽固

醇血症 (異合子家族性及非家族性) 或混合

型血脂異常之成人病人，Repatha®可單獨使用

或併用其他降血脂藥物，作為飲食外的輔助治

療。 

罕病適應症： 

同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Repatha ®適用

於飲食及其他降血脂療法 (如: statins、

ezetimibe、LDL 血漿析離術)之輔助療法，用以

進一步降低 LDL-C，但 LDLR-negative mutation

之病人除外。 

1.對於已接受最高耐受劑量 statins，但低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LDL-C)仍無法達到目標值之異

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HeFH)或動脈粥狀

硬化心血管疾病(clinical ASCVD)之成人病

人，Praluent®可作為飲食外的輔助治療。 

2.對 statins不耐受或禁用 statins之原發性高膽固

醇血症(異合子家族性及非家族性)或混合型

血脂異常之成人病人，Praluent 可單獨或併用

其他降血脂藥物，作為飲食外的輔助治療。 

用法 皮下注射 

用量 

每兩週一次 140 mg 或每四週一次 420 mg；這

兩個劑量在臨床上效果相當。 

同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420 mg 每個月一

次。 

起始劑量為 75mg，每 2 週一次，或 300mg 每四

週一次。 

若 LDL-C 的反應不如預期，則可調整至最高劑

量 150 毫克，每 2 週皮下注射一次。 
腎功能 
不全病人 

1.輕度至中度腎功能不全病人不需要調整劑量。 
2.重度腎功能不全的病人目前尚未進行試驗。 

1.輕度或中度肝功能不全病人不需調整劑量。 
2.無重度肝功能不全病人之資料。 

肝功能 
不全病人 

1.輕度至中度肝功能不全病人不需要調整劑量。 
2.重度肝功能不全病人目前尚未進行過試驗。 

1.輕度或中度腎功能不全病人不需調整劑量。 
2.重度腎功能不全病人的資料有限。 

懷孕 

1.目前尚無 Repatha 用於懷孕女性的資料或資

料有限。 

2.懷孕期間不應使用 Repatha®，除非該女性的臨

床狀況需要使用 evolocumab 進行治療。 

1.無懷孕婦女使用 Praluent 之資料。 

2.除非婦女的臨床狀況需要接受 alirocumab 治

療，否則懷孕期間不建議使用 Praluent。 

不良反應 

常見：流行性感冒、鼻咽炎、上呼吸道感染、皮

疹、噁心、背痛、關節疼痛以及注射部位反應(紅

斑、疼痛及瘀青) 

上呼吸道徵兆與症狀(主要包括口咽疼痛、流鼻

水、打噴嚏)、搔癢、注射部位反應(包括紅斑/

發紅、搔癢、腫脹、疼痛/壓痛) 
健保價 無/6654（同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4588 NTD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33 號/ 
衛部罕菌疫輸字第 000018 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3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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