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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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07-09 月)
公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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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pibrentasvir/glecaprevir 成份藥品之臨床效益與風險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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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作用型口服抗凝血劑成份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含tramadol成份藥品之臨床效益與風險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公告廢止本部 106 年 9 月 12 日衛授食字第 1061408065 號「公告含tramadol
成份藥品使用於兒童之臨床效益及風險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並自即日起
生效。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刺激型瀉劑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Amiodarone成份口服劑型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Cyclosporine成份注射劑型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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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8

公告含 pibrentasvir/glecaprevir 成份藥品之臨床效益與風險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摘要： 含 pibrentasvir/glecaprevir 成份藥品用於中度至重度肝功能損害之慢性 C 型肝炎病人，
具 有 肝功 能 惡化 之 風險 ， 經 本 部重 新評 估其 臨 床效 益 及風 險 ，評 估結 果 為 : 含
pibrentasvir/glecaprevir 成份藥品禁止使用於中度或重度肝損傷(Child-Pugh B or C)或曾
發生肝功能代償不全者。

直接作用型口服抗凝血劑成份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使用直接作用型口服抗凝血劑(direct-acting oral anticoagulants，DOACs)類藥品(包
括 apixaban、dabigatran、edoxaban、rivaroxaban)會增加出血風險，且可能會導致
嚴重或致命 的出血。 英國藥物及保健產品管理局（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MHRA）持續收到與使用 DOACs 類藥品相關的出血
報告(通常為危及生命或致命性的)，在許多病例中病人具有增加出血風險的潛在
因子。
二、針對可能會增加出血風險的病人(例如：老年人及體重低或腎功能不全之病人)應
謹慎使用 DOACs 類藥品。儘管 DOACs 類藥品不像維生素 K 拮抗劑需常規監測
抗凝血因子，但應讓病人(尤其是會增加出血風險之病人)注意到此類藥品的出血
風險，並例行性在臨床上檢查病人是否有出血或貧血徵兆。使用 DOACs 類藥品
治療期間任何部位均可能出血，若發生嚴重出血應停止用藥。
三、DOACs 類藥品會與某些藥品產生交互作用，有些會增加出血風險。有關 DOACs
類藥品併用其他藥品的安全資訊，應參閱其仿單。值得注意的是，DOACs 類藥品
不應與其他抗凝血劑併用。P- glycoprotein 或 CYP3A4(或其兩者)的強效抑制劑會
增加 DOACs 類藥品之血中濃度，因此不建議併用或可能需降低 DOACs 類藥品之
劑量。
四、腎功能不全病人使用 DOACs 類藥品會增加其暴露量，因此應依據病人腎功能投
予適當的劑量。評估病人腎功能時宜使用肌酸酐清除率(CrCl)計算，以處方適當
劑量；若使用估算腎絲球過濾率(eGFR)則可能會高估病人腎功能而增加出血事件
的風險。若病人於治療期間腎功能出現顯著變化，則可能需調整 DOACs 類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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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劑量。
五、部 分 DOACs 類 藥 品 有 其 特 定 之 反 轉 劑 ， 包 含 ： dabigatran 成 份 的 反 轉 劑
idarucizumab (Praxbind®)與 apixaban 及 rivaroxaban 成份的反轉劑 andexanet alfa
(Ondexxya®)。校正後的 anti-Factor Xa (anti-FXa)活性定量分析法可能有助於在使
用 apixaban、edoxaban 或 rivaroxaban 時於特殊情況下(例如：於藥品過量及急診
手術中)評估抗凝血作用。然而，anti-Factor Xa (anti-FXa)分析法不應用於衡量
andexanet alfa 的有效性，因為其結果可能不可靠。使用反轉劑時應根據治療反應
(止血效果)、是否缺乏療效(再次出血)及不良事件(栓塞事件)等臨床指標進行監
測。

含 tramadol 成份藥品之臨床效益與風險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摘要： 一、因含 tramadol 成份藥品具有導致呼吸緩慢、呼吸困難等嚴重風險，且用於兒童及
具有呼吸抑制危險因子之病人可能加重其風險，故本部依據藥事法第 48 條重新
評估其臨床效益及風險。
二、經本部彙整國內外相關資料及臨床相關文獻進行整體性評估，評估結果如下:
(一)禁止使用於發生顯著呼吸抑制的病人。
(二)應謹慎使用於未滿 12 歲兒童，當臨床效益大於風險時方可考慮使用。
(三)應謹慎使用於未滿 18 歲之扁桃腺及腺樣體切除術後止痛。
(四)應謹慎使用於肥胖、具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嚴重肺部疾病等情形之病人，
因可能增加嚴重呼吸問題之風險。
(五)用藥期間不建議哺乳，因可能對哺餵之嬰兒產生嚴重不良反應，包括:異常嗜睡、
哺乳困難或嚴重呼吸問題。

公告廢止本部 106 年 9 月 12 日衛授食字第 1061408065 號「公告含 tramadol 成
份藥品使用於兒童之臨床效益及風險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並自即日起生效
摘要：

因含 tramadol 成份藥品具有導致呼吸緩慢、呼吸困難等嚴重風險，且用於兒童及具有
呼吸抑制危險因子之病人可能加重其風險，故本部依據藥事法第 48 條重新評估其臨
床效益及風險，並業經 109 年 8 月 10 日衛授食字第 1091406596 號公告該成份藥品之
使用原則，故廢止本部 106 年 9 月 12 日衛授食字第 1061408065 號公告，並自即日起
生效。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近期一份歐盟的評估報告指出，所有全身性投予之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
類藥品可能具促進動脈瘤生成和動脈剝離之風險，此類藥品包含 bevacizumab、
vandetanib、cabozantinib、ramucirumab、tivozanib、ponatinib、axitinib、lenvatinib、
sorafenib、nintedanib、regorafenib、sunitinib、pazopanib 及 aflibercept。而現有之
證據仍不足以證實用於治療眼睛相關疾病之玻璃體內注射給藥產品（如
ranibizumab 和 aflibercept 的玻璃體內注射劑）具有此風險。
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歐盟藥物不良反應資料庫共接獲 660 件來自全球各
地疑似使用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後發生動脈瘤或動脈剝離之案例報
告，其中包含致死的案例，主要與主動脈瘤破裂和主動脈剝離相關。回溯通報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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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病史，發現最常被通報的風險因子為高血壓，其他風險因子尚包括糖尿病、
高膽固醇血症、高脂血症、主動脈瘤病史、心血管疾病或吸菸等；而主動脈瘤和
主動脈剝離較常被通報發生在 65 歲以上之老年人族群。
三、全身性投予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類藥品導致動脈瘤或動脈剝離之機轉
尚不明確，但可能與血管壁受損程度、高血壓或原有高血壓惡化有關，惟目前難
以估算其風險大小。
四、考量上述嚴重風險，歐洲已更新所有全身性投予之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
類藥品之仿單以包含動脈瘤和動脈剝離風險，並建議具風險因子（如高血壓）之
病人在開始使用此類藥品前應審慎考量相關風險，而正在接受全身性投予此類藥
品治療之病人應密切監測並盡可能減少可調控之風險因子（如高血壓和抽菸）。

刺激型瀉劑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刺激型瀉劑被用於治療 便祕，英國核准刺激型瀉劑之非處方藥品成 份 包 含
bisacodyl (如Dulcolax ®)、senna、sennosides (如Senokot ®)、sodium picosulfate (如
Dulcolax Pico ®)。因考量刺激型瀉劑可能衍生誤用或濫用之情形，英國MHRA多
年來持續密切評估其安全性，過去採取的風險關控措施為於部分產品中加刊警
語，提醒醫療人員及民眾注意此類藥品不利於減重及長期服用可能對人體有害
等。
二、英國人體藥物委員會 (Commission on Human Medicines，CHM) 深入回顧此類藥
品的風險效益後認為，目前刺激型瀉劑的安全性在可接受之範圍內，通常都為合
理的使用且已被廣泛使用多年。然 CHM 偶爾會收到刺激型瀉劑有誤用及過度使
用的嚴重報告，其中包括罕見的死亡案例。經統計，這些誤用及過度使用的案件
大多與飲食失調的病人有關，且很可能被低度通報。
三、目前臨床指引建議不應將刺激型瀉劑作為治療短期便祕的第一線用藥，MHRA 建
議應以改變飲食或生活習慣作為緩解短期偶發性便祕的第一線療法，刺激型瀉劑
只在其他方法或其他瀉劑（膨脹性及滲透壓瀉劑）無效時才可使用。
四、MHRA 將針對刺激型瀉劑採取以下措施：
 限制包裝尺寸
一般市售場所 (general sale) 將繼續銷售較小包裝的非處方刺激型瀉劑，並且僅可
用於治療成人的短期偶發性便祕。而此類供一般銷售之產品包裝將限制為兩個短
期療程（內含最多 20 個標準劑量錠劑或 10 個最大劑量錠劑或 100 ml 之溶液劑/
糖漿），此限制是為了反映此類藥品應僅用於短期偶發性便祕。另外，藥局將可
繼續持有此類藥品具 100 顆錠劑以上之大包裝。
 修改建議使用年齡
於一般市售場所（商店及超市）販售的刺激型瀉劑將建議僅能用於 18 歲以上病
人。未經處方者建議，不應將刺激型瀉劑用於未滿 12 歲兒童；而在藥師的監督
下可提供此類藥品予 12 至 17 歲青少年。
 統一適應症及新增安全性警語
所有含刺激型瀉劑成份之非處方藥品的適應症將一致化，並刪除任何不適合於自
我照護的用途。若是在需被長期使用於治療慢性便祕，或者用於不適合自我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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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的適應症（例如手術前的清腸），則刺激型瀉劑將被以處方藥品的形式供應。
五、此外，此類藥品之病人用藥單張上的相關警語會刊載一致，告知病人若過度使用
刺激型瀉劑可能會造成體液、電解質紊亂及可能破壞腸道功能。相關警語亦會被
刊載於包裝上以協助警示。仿單亦將刊載有關使用年齡之新建議。

Amiodarone 成份口服劑型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我國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共接獲 12 例疑似長期(>3 個月)使用含 amiodarone
成份口服劑型藥品引起肝毒性(包含: 肝指數上升、急性肝炎...等症狀)之不良反應
通報案例，其中 2 例使用該成份口服劑型藥品後發生肝硬化之情形。
二、上述通報案例中，部分個案在使用藥物數個月後即出現肝損傷症狀，但亦有使用
數年後才出現相關症狀之案例，且有少數個案之肝臟相關症狀並不明顯。
三、使用含 amiodarone 成份口服劑型藥品引起的慢性肝異常，其臨床及生化徵兆可能
有限（如肝生化值僅輕中度上升），然可能會進展為肝衰竭或肝硬化。

Cyclosporine 成份注射劑型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我國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近期接獲罕見之疑似使用靜脈滴注 cyclosporine
藥品約 20 分鐘後引發過敏性休克而導致死亡之通報案例。
二、Cyclosporine 注射劑型藥品含有之賦形劑 polyethoxylated castor oil 可能是造成過
敏性反應的原因，曾有報告指出使用靜脈投予該成份藥品時導致過敏性現象，包
括臉潮紅、上胸潮紅、非心因性肺水腫和伴有呼吸困難及氣喘現象的急性呼吸道
窘迫、血壓改變及心搏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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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藥品異動 (109 年 7-9 月)
一、新進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1

學名
Lorlatinib 25mg

商品名
®

適應症

Lorviqua F.C.

適用於 ALK 陽性之晚期非小細胞肺癌

tablets

(NSCLC)病人在使用(1)crizotinib 和後續
至少一種其他的 ALK 抑制劑或(2)以
alectinib 或 ceritinib 做為第一種 ALK 抑制
劑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發生惡化。

2
3

Polyethylene Glycol

®

Niflec powder

大腸內視鏡檢查及大腸手術前淨腸。

®
Cexime capsules

Streptococcus spp., S. pneumoniae, N.

100mg

gonorrhoeae, Branhamella catarrhalis,

4000 and Electrolytes
Cefixime 100mg

E.coli, Klebsiella spp., Serratia spp.,
Proteus spp., H. influenzae 菌當中，由
Cefixime 感受性菌引起之下述感染症：支
氣管炎、支氣管擴張症(感染時)、慢性呼
吸系疾病的繼發性感染、肺炎、腎盂腎
炎、膀胱炎、細菌性尿道炎、中耳炎、副
鼻竇炎。

二、取消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說明

1

Ceftibuten 100mg

Seftem ®100mg cap 第 47 次藥委決議取消。

2

Efavirenz 600mg

Efamat® tab

停產，藥委取消關檔。

3

Ranitidine 50mg/2ml inj.

Vesyca® inj

本院配合食藥署公告暫停 Ranitidine
50mg/2ml inj 處方及慢性處方箋服務，若
臨床狀況仍須使用此類藥品，不建議任意
停藥，請病人儘快於醫師有看診的時段回
診，請醫師開立其他替代藥品。

4

Ranitidine 150mg

Ranitidine® F.C. tab

本院配合食藥署公告暫停 Ranitidine
150mg F.C. tab 處方及慢性處方箋服務，若
臨床狀況仍須使用此類藥品，不建議任意
停藥，請病人儘快於醫師有看診的時段回
診，請醫師開立其他替代藥品。

5

Simethicone emulsion 60ml

Wilcon® su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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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學名

商品名

說明
庫存已用盡關檔。

6

Buserelin nasal soln

®

nasal 廠商停產，目前院內庫存已用盡關檔。

Supremon
soln

7

Polyethylene glycol 3350

Klean ®Prep powder 第 47 次藥委取消關檔。

59 g+ sod.sulfate 5.685 g+
sod. bicarbonate 1.685 g+
sod. chloride 1.465 g+ pot.
chloride 0.7425 g

三、換厰、換規格、換劑型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1

學名
Betaxolol 20mg

商品名

說明

Bexolo® F.C. tablets Betaxolol 20mg (Kerlone®) 製 造 廠 停 止 進
口。藥委決議以同成份含量、同規格產品
Betaxolol 20mg (Bexolo ®F.C. TAB. 20MG
"S.T.") 取代。

2

Chlorambucil 2mg

Chloraminophene®

Chlorambucil 2mg 製造廠出貨檢驗發現產品

capsules 2mg

規格未達標準導致缺貨，由衛福部食藥署委
託臺灣臨床藥學會「健全藥品供應短缺通報
暨評估處理機制」計畫，徵得全盟生技貿易
股分有限公司負責專案進口摩洛哥製造之
Chlorambucil 2mg，缺貨會簽換廠。因為全
盟生技之 Chlorambucil 2mg 尚未取得健保給
付，所以改為『自費』品項。
109/12/23 徵得全盟生技貿易股分有限公司
負責專案進口摩洛哥製造之 Chlorambucil
2mg，缺貨會簽換廠。已恢復供貨。

3

Tetanus Toxoid (Adsorbed Adsorbed Tetanus
on aluminium hydroxide)

Vaccine® B.P.

Tetanus Toxoid (Adsorbed on aluminium
hydroxide) (Tetana Tetanus Vaccine Adsorbed
Suspension for Injection)因原本自波蘭專案
進口的藥品短缺，由衛福部食藥署委託臺灣
臨床藥學會「健全藥品供應短缺通報暨評估
處理機制」計畫，徵得喜美得生醫科技股分
有限公司負責專案進口印度製造之 Tetanus
Toxoid (Adsorbed tetanus vaccine B.P.
0.5mL)，缺貨會簽換廠。110/01/12 已恢復供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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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4

學名
Rivaroxaban 10mg

商品名
Xarelto ®10mg

說明
Rivaroxaban 10mg (Xarelto® 10mg)製造廠
供貨不穩。藥委決議以廠商自國外專案進口
同 成份 規格， 但包 裝不同 的 Rivaroxaban
10mg (Xarelto® 10mg)，包裝將由每盒 10 顆
改為 15 顆，每片 10 顆改為 5 顆，新中文名
為拜利妥(香港包裝)暫代。109/12/21 已恢復
供貨。

5

Tacrolimus oint 0.1％

Protopic ®0.1％

Tacrolimus oint 0.1％ 5g (Protopic® 0.1％
5g)因原廠商停止生產此規格，藥委會決議

10g

以同成份、不同規格產品Tacrolimus oint 0.1
％ 10g (Protopic ®0.1％ 10g)替代。 開方請
注意：每支規格由 5g改為 10g。
6

Metformin 500mg

Ankomin ®tablets

Metformin 500mg (Loditon® 500mg)藥委會
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份及規格之產品
Metformin 500mg (Ankomin® tablets 500mg)
取代。

7

Escitalopram 10mg

Leeyo® F.C. tablets

Escitalopram 10mg(Lepax ®F.C. tablets)藥委
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份及規格之產品
Escitalopram 10mg(Leeyo® F.C. tablets)取代。

8

Tolterodine 2mg

Detrusitol® F.C. tab

Tolterodine 4mg (Detrusitol SR 4mg)因廠商
停產，藥委會決議以同成份、不同規格產品
Tolterodine 2mg (Detrusitol ®F.C. tab 2mg)替
代。開方請注意：此為Tolterodine 2mg，含
量為之前的一半，且為一般短效劑型。

9

Hydralazine 25mg

Stable® tablets

Hydralazine 25mg(Apolin® Tab)藥委會及藥
審會決議以相同成份及規格之產品
Hydralazine 25mg(Stable® tablets 25 mg)取
代。

10

Cinnarizine 25mg

®

Cinnazine tablets

Cinnarizine 25mg(Cinnarin® tab)藥委會及藥
審會決議以相同成份及規格之產品
Cinnarizine 25mg(Cinnazine tablets)取代。

11

L-Carnitine

L-Carnit ®injection

L-Carnitine(Carnitene® 1g inj)藥委會及藥審

Soln for Inj 200 mg/mL in

會決議以相同成份及規格之產品

5 mL amp

L-Carnitine(L-Carnit® injection)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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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2

學名
Azithromycin 250mg tab

商品名
Zithromax ®250mg

說明
Azithromycin 250mg (Zithromax® 250mg)因
製造廠生產線供貨不及，導致缺貨至 2020
年 2 月，藥委會決議以同成份、同規格產品
Azithromycin 250mg (Aziciin ®250mg)替
代。現已恢復供貨。

13

Flupentixol/Melitracen

Mocalm ®S.C. tablet Flupentixol/Melitracen(Deanxit®)藥委會及藥
審會決議以相同成份及規格之產品
Flupenthixol/Melitracen(Mocalm ®S.C. tablet)
取代。

14

Gonadorelin diacetate

Gonadorelin(GnRH) 100mcg/1ml 【Relefact ®

®

LH-RH inj

(LH-RH) inj】因原本自德國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藥廠製造專案進口的藥
品停產，由衛福部食藥署委託臺灣臨床藥學
會「健全藥品供應短缺通報暨評估處理機
制」計畫，徵得喜美得生醫科技股分有限公
司負責專案進口德國FERRING GmbH藥廠
製造之Gonadorelin(GnRH) 100mcg/1ml
(LHRH Ferring)，停產會簽換廠。

15

Tramadol/Acetaminophen Apo-Tramadol/
Acet® tablets

Tramadol/Acetaminophen(Ultracet®)藥委會
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份及規格之產品
Tramadol/Acetaminophen(Apo-Tramadol/
Acet® tablets)取代。

16

Ritodrine 10mg

Anpo ®tablets

Ritodrine 10mg(Yutopar® 10mg)藥委會及藥
審會決議以相同成份及規格之產品Ritodrine
10mg(Anpo® tablets 10mg)取代。

17

Montelukast sodium

Monkast® F.C.

Montelukast 10mg(Singulair ®10mg)藥委會

10mg

tablets

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份及規格之產品
Montelukast 10mg(Monkast® F.C. tablets
10mg)取代。

18

Amiodarone 200mg

Amiorone® tablets

Amiodarone 200mg (Cordarone ®200mg)製造
廠缺貨。藥委決議以同成份含量、同規格產
品Amiodarone 200mg (Amiorone

®

TAB

200MG "S.T.") 取代。
19

Bupropion SR 150mg

®

Buporin SR tab

Bupropion SR 150mg(Buprotrin ®SR tab)藥委
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份及規格之產品
Bupropion SR 150mg(Buporin ®SR tab)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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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20

學名
Rifampin, Isoniazid and

商品名
AKuriT-3®

說明
Rifampin 120mg, Isoniazid 80mg and
Pyrazinamide 250mg (Rifater ®tab)製造廠缺

Ethambutol

貨。藥委決議以不同成份含量規格產品
Rifampin 150mg, Isoniazid 75mg and
Ethambutol 275mg (AKuriT-3®) 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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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Netupitant and Palonosetron
(Akynzeo®)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范思驊藥師

Akynzeo®適用於預防起始及反覆癌症化
學療法(不僅限於高致吐性化學療法)引起之
急性及延遲性噁心和嘔吐。Akynzeo®是複方
藥品，palonosetron可預防癌症化學療法後的
急性噁心與嘔吐，netupitant可預防急性與延
遲性的噁心與嘔吐2。

一、 前言

化學治療是治療癌症的重要方法之一，
因 為 化 學治 療 所產 生的 噁 心 嘔 吐
(chemotherapy- 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CINV)，往往是病人難以忍受的副作用，不但
影響癌症病人對於治療的順從性，也影響日
四、 作用機轉
常生活作息。針對CINV，主要分為三類：急
性嘔吐(acute emesis)，多發生在化學治療後一
化療藥物會刺激小腸的腸嗜鉻細胞釋放
到兩小時內，在給藥後五到六小時達到高峰；
血清素，進而引起噁心與嘔吐，血清素隨後
延遲性嘔吐(delayed emesis)，在化學治療 24
活化位於迷走神經傳入纖維的 5-HT 3 受體，引
小時後發生；預期性嘔吐(anticipatory emesis)，
起嘔吐反射2。急性嘔吐是因血清素所引起，
則是病人在先前的化學治療週期曾發生嚴重
而且其 5-HT 3 受體也已證實具有選擇性的刺
的噁心及嘔吐，而發生的預期性噁心及嘔
激嘔吐反應。延遲性嘔吐大多與substance P
吐1。
活 化 tachykinin 家 族 的 neurokinin 1 受 體 有
根 據 病人 在沒有使用止吐劑時，發生
關2 。
CINV的比例，將化學治療藥品分為高致吐性
Netupitant 是 一 種 substance P/neurokinin
(90%) 、 中 致 吐 性 (30~90%) 、 低 致 吐 性
1(NK1 ) 受 體 的 選 擇 性 拮 抗 劑 ， 可 抑 制 由
(10~30%)、和極低致吐性(<10%)四大類。止
substance P調節的反應。Palonosetron是一種
吐藥給予的目的是預防CINV，即使是高致吐
5-HT 3 受體拮抗劑，與此受體間結合力強，對
性的化療藥品，也應有顯著的預防效果1。本
於其他受體則幾乎不具親和力。5-HT 3 受體位
文將針對本院新進的複方止吐劑Akynzeo進
於周邊迷走神經末梢與中樞腦極後 區(area
行介紹。
postrema)之化學受體刺激區2。

二、 成份

五、 藥物動力學

Akynzeo® 是一種含有netupitant 300 mg
與palonosetron 0.5 mg的口服複方藥品。每粒
膠囊為白色/褐色膠囊，內含三片藥錠，每錠
含 有 netupitant 100 mg ， 及 一 粒 含 有
palonosetron hydrochloride 0.56 mg (相當於
palonosetron 0.5 mg)之硬膠囊2。

健康受試者服用單一劑量Akynzeo®後約
於 5 小時內達到netupitant 與palonosetron的
最高血漿濃度2。
口服單一劑量netupitant後，血漿中可自
給 藥 後 15 分 鐘 到 3 小 時 之 間 開 始 測 得
netupitant。Netupitant藥物濃度範圍 10-1300
ng/mL時，其人體血漿蛋白質結合超過 99.5%，
當藥物濃度範圍 100-2000 ng/mL時，其主要
代謝物(M1、M2 與M3)的蛋白質結合超過

三、 治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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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證實口服Akynzeo®可預防起始
及反覆癌症化療(不僅限於高致吐性化學療法)
引起之急性及延遲性噁心及嘔吐，和投予單
一劑量palonosetron比較，Akynzeo®對預防急
性和延遲性噁心及嘔吐的效果顯著較高2。

97%。Netupitant在吸收後會廣泛代謝為三種
主要代謝物：去甲基化衍生物M1、氮端氧化
衍生物M2 與羥基甲基化衍生物M3。主要由
CYP3A4 代謝，少部分由CYP2C9 與CYP2D6
代謝。已知代謝物M1、M2 與M3 可與substance
P/neurokinin 1 受體結合。癌症病人的排除半
衰期約為 80±29 小時2。

九、 臨床研究

Palonosetron其口服後吸收良好，絕對生
體可用率達到 97%。血漿中蛋白結合率約為
62%。Palonosetron具有多重排除途徑，代謝
物分別具有不到 1%的palonosetron 5-HT 3 受
體拮抗活性。癌症病人的排除半衰期約為 48
±19 小時2。

研究一為多中心、隨機分配、平行分組、
雙盲對照的臨床研究，對接受含cisplatin化療
療程(劑量中位數為 75 mg/m2)的癌症病人，比
較在化療前給予口服單一劑量Akynzeo®與口
服單一劑量palonosetron 0.5 mg (表一)的預防
CINV之療效。結果顯示：無論在急性嘔吐、
延遲性嘔吐與全程期(化療後 0 至 120 小時)，
Akynzeo®組比palonosetron組皆有較佳的療效
(p < 0.05) (表二)2。

六、 劑量及用法
使用於高致吐性化學療法(包括含
cisplatin化學療法)，成人建議劑量為，在第一
天化學治療週期進行前約 1 小時，給予一粒
Akynzeo®膠囊，及治療進行前 30 分鐘口服投
予dexamethasone 12 mg，第 2 天至第 4 天每
日口服一次 8 mg dexamethasone 2。
使 用 於 含 anthracycline 類 與
cyclophosphamide化療以及非高致吐性化學
療法，成人建議劑量為，在第一天化學治療
週期進行前約 1 小時給予一粒Akynzeo®膠囊，
及 治 療 進 行 前 30 分 鐘 口 服 投 予
dexamethasone 12 mg2。

七、 懷孕與授乳
Akynzeo®的懷孕分級為C。目前尚未針對
懷孕女性進行充分且對照良好的研究。
Akynzeo®應在潛在利益高於胎兒潛在風險時，
方可於懷孕期間使用 2。
目前尚未知Akynzeo®是否會進入人體乳
汁中。由於許多藥物會進入到人體乳汁中，
且palonosetron在大鼠致癌性研究中顯示有潛
在致腫瘤性，故應考量藥物對於母親的重要
性來決定是否停止哺乳或停藥2。

八、 臨床治療地位

研究二為多中心、隨機分配、平行分組、
雙盲、活性對照、較優性試驗，針對接受
anthracycline 與 cyclophosphamide 療程的實質
惡性腫瘤病人，比較在第一化療週期前給予
口 服 單 一 劑 量 Akynzeo® 與 口 服 單 一 劑 量
palonosetron 0.5 mg (表三) 的預防 CINV 之療
效。結果顯示：無論在急性嘔吐、延遲性嘔
吐與全程期(化療後 0 至 120 小時)，相對
palonosetron 組，Akynzeo®組皆有較佳的療效
(p < 0.05) (表四)。針對繼續進行多重化學治
療週期的病人，Akynzeo®的止吐活性皆高於
palonosetron 2。
研究三為一篇在中國查驗登記之臨床試
驗，將第一次接受含cisplatin化學治療的病人
分 為 兩 組 ， 以 Akynzeo®(NEPA) 和 3-day
aprepitant (APR) /granisetron (GRAN) regimen
進行head-to-head comparison (表五)。在療效性
的部分，NEPA組的全程期(化學治療後 0 至 120
小時)完全反應(未發生嘔吐事件且未使用救援
藥物)，並不劣於APR/GRAN組(圖一)，發生
CINV事件的病人比例在化學治療後的第五天
達 到 統 計 上 顯 著 的 差 異 (NEPA 組 ： 8.0% ，
APR/GRAN組：13.9%) (圖二)。安全性的部分，
兩組發生不良反應的比例相當且皆無心血管
風險，最常見的副作用為便秘及打嗝3。

十、 藥物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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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人接受含cisplatin高致吐性化療的
一項單一週期研究中，服用Akynzeo®的病人
最常見的不 良反應 為消化不 良(4%)、疲憊
(4%)、便秘(3%)、發紅(3%)2。在病人接受含
anthracycline與cyclophosphamide化療的研究
中，病人於第 1 週期接受Akynzeo®治療後，
最常見的不良反應為頭痛(9%)、虛弱(8%)、
疲憊(7%)2。

phase III study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of
single-dose NEPA, a fixed antiemetic
combination of netupitant and palonosetron,
versus an aprepitant regimen for prevention
of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CINV) in patients receiving
highly emetogenic chemotherapy (HEC).
Annals of Oncology. 2018;29:452-458.
4. 廠商資料：止敏吐(Emend®), aprepitant 125
mg與 80 mg Capsules. Alkermes Pharma

十一、 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目前已有三種用於化療後止吐的口
服 藥 物 netupitant/palonosetron (Akynzeo®) 、
aprepitant (Emend®)、granisetron (Setron®)，詳
細比較於表六。

Ireland Limited, Ireland.
5. 廠商資料：賜安特(Setron®), granisetron 1
mg Tablets. 南光, 台灣.
6. Aprepitant. In: DRUGDEX® System
(electronic version).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Greenwood Village, Colorado,
USA. Available at:
http://www.micromedexsolutions.com/(cite
d:21/7/2020).

十二、 結語
CINV除了降低癌症病人的生活品質，也
可能影響病人對於後續療程之配合度。
Akynzeo®為第一個口服複方止吐劑，同時具
有NK1 受體拮抗劑和 5-HT 3 受體拮抗劑之兩
種預防CINV機轉的藥品，且僅需於化療前口
服一顆，便能有效預防急性及延遲性嘔吐，
相對於需 3 天給藥的aprepitant regimen，可增
加病人服藥的順從性，有利於癌症治療的進
行。

7. Granisetron. In: DRUGDEX® System
(electronic version). Truven Health
Analytics, Greenwood Village, Colorado,
USA. Available at:
http://www.micromedexsolutions.com/(cite
d:2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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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ent Pharma Solutions, LLC,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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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研究一的口服止吐治療療程

表五、研究三的止吐治療療程

治療療程
Akynzeo®

組別

第1日
Akynzeo®
Dexamethasone
12 mg
Palonosetron Palonosetron
0.5 mg
Dexamethasone
20 mg

第 2 至第 4 日
Dexamethasone
8 mg
每日一次
Dexamethasone
8 mg
每日一次

第 2 至第 4 日

NEPA

第1日
NEPA +
DEX 12 mg

APR/
GRAN
regimen

APR 125 mg +
GRAN 3 mg IV +
DEX 12 mg

APR 80 mg daily
(days 2–3) +
DEX 8 mg daily
(days 2–4)

DEX 8 mg daily

NEPA：300 mg netupitant and 0.5 mg palonosetron；APR：aprepitant；
GRAN：granisetron；DEX：dexamethasone

表二、研究一的結果：完全反應(未發生嘔吐事
件且未使用救援藥物)的病人比例(%)
Akynzeo® Palonosetron p 值
延遲性
急性
全程期†

90.4
98.5
89.6

80.1
89.7
76.5

0.032
0.002
0.003

†

全程期：cisplatin治療後 0 至 120 小時

表三、研究二的口服止吐治療療程
治療療程
Akynzeo

第1日

®

第 2 至第 3 日
®

Akynzeo
Dexamethasone
12 mg
Palonosetron Palonosetron
0.5 mg
Dexamethasone
20 mg

圖一、完全反應率

無止吐治療

無止吐治療

表四、研究二的結果：完全反應(未發生嘔吐事
件且未使用救援藥物)的病人比例(%)
Akynzeo® Palonosetron p 值
延遲性
急性
全程期†

76.9
88.4
74.3

69.5
85.0
66.6

0.001
0.047
0.001

圖二、發生 CINV 事件的病人比例

†

全程期：化學治療後 0 至 1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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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Netupitant/palonosetron (Akynzeo )、aprepitant (Emend )與granisetron (Setron®)的比較表2,4,5,6,7
品項

®

Netupitant/palonosetron

Aprepitant

®

Granisetron
®

商品名

嘔可舒膠囊 Akynzeo

止敏吐膠囊 Emend

賜安特膜衣錠 Setron®

含量

300 mg/0.5 mg

125 mg 及80 mg

1 mg

作用機轉

Substance P & neurokinin 1 (NK 1 )
receptor antagonists / 5-HT 3
receptor antagonist

Substance P & neurokinin 1 (NK 1 )
receptor antagonists

5-HT 3 receptor antagonist

適應症

適用於預防起始及反覆癌症化學

與其他止吐藥劑併用，可以防止由

預防抗腫瘤化學療法引起的噁心

療法(不僅限於高致吐性化學療

高致吐性及中致吐性癌症化療藥

及嘔吐。

法)引起之急性及延遲性噁心和嘔

物在初次或重覆使用時所引起的

用於抗腫瘤放射線療法引起的噁

吐。

急性或延遲性噁心與嘔吐。

心及嘔吐。

用法

口服

口服

口服

用量

化學治療週期的第 1 天：治療進行

Emend® 得採用三天給藥的方式，

預防抗腫瘤化學療法引起的噁心

前約 1 小時給予一粒Akynzeo 膠

併入包括一種皮質類固醇和一種

及嘔吐：化學療法治療期，1 mg

囊，並於治療進行前 30 分鐘口服

5-HT 3 receptor antagonist的治療療

一天二次或 2 mg 一天一次。第一

®

®

化

程一起使用。Emend 的建議劑量

次給藥需在治療前一小時內給予。

學治療週期的第 2 至 4 天：使用高

為第一天在化學治療進行前一小

抗腫瘤放射線療法引起的噁心及

致吐性化學療法(包括含cisplatin

時口服 125 mg，在第二天和第三

嘔吐：一次服用 2 mg，一天一次，

化學療法)的病人需每日口服一次

天早晨每天服用一次 80 mg。

最多持續至一週。第一次給藥劑量

投予dexamethasone 12 mg。

8 mg dexamethasone，而使用含

應於抗腫瘤放射線療法開始之前

anthracycline類與

一小時內給予。

cyclophosphamide化療以及非高致
吐性化學療法的病人則無須再投
予dexamethasone。
腎功能

輕度至中度腎功能不全不需調整

不需調整劑量。

不需調整劑量。

輕度至中度肝功能不全不需調整

輕度至中度肝功能不全不需調整

不需調整劑量。

劑量。

劑量。

重度肝功能不全應避免使用。

重度肝功能不全的資料有限。

懷孕建議

Fetal risk cannot be ruled out

Fetal risk cannot be ruled out

Fetal risk cannot be ruled out

常見不良

常見的不良反應 (列出 ≥ 3 %)：

低血壓、腹痛、便秘、腹瀉、消化

高血壓、皮膚炎、便秘、腹瀉、味

反應

消化不良(4%)、便秘(3%)、頭痛

不良、食慾不振、白血球數量減

覺異常、消化不良、GOT/GPT 升

(> 1 %)

(9%)、虛弱(8%)、疲憊(4-7%)、發

少、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血小板

高、虛弱無力、頭暈、頭痛、嗜睡、

紅(3%)

減少症、GOT/GPT 升高、虛弱、

寡尿、痰多、咳嗽、發燒

不全

劑量。
重度腎功能不全或末期腎病應避
免使用。

肝功能
不全

頭痛、打嗝、脫水、疲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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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Tolvaptan (Jinarc ®)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孫妤瑄藥師

一、前言
自 體 顯 性 多 囊 性 腎 臟 病 (autosomal
dominan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ADPKD)
為 常 見 的 單 基 因 遺 傳 性 腎 臟 病 (monogenic
kidney disease)，腎臟囊泡的發生為其的主要
特徵，其盛行率介於 1/400 至 1/10001 。當
PKD-1 (polycystin 1)基因和PKD-2 (polycystin
2)基因發生突變時，對抗利尿激素(vasopressin)
敏感的遠曲小管與集尿管的腎小管上皮細胞
會異常增生，造成囊泡生長，並破壞腎實質，
造成腰部疼痛、腎臟出血、結石或泌尿道感
染等常見症狀，亦會合併高血壓、血尿、蛋
白尿等問題，最終甚至導致腎臟衰竭1.2.3。
自體顯性多囊性腎臟病治療目標主要在
延緩腎臟衰竭的病程發展，以及改善疾病關
的症狀，如高血壓、腹痛等臨床表現1。藥品
治療可藉由抑制血管增壓素第二型受體
(vasopressin type 2 receptor ，V2R)，減少腎
臟囊泡生長的速度，進而達到保護腎臟功
能。

佳腎康錠，其為口服錠劑劑型，外觀呈藍色，
分為五種劑量：(1)15mg為三角形膜衣錠劑；
(2)30mg為圓形膜衣錠劑；(3)45mg為正方形膜
衣錠劑；(4)60mg為略呈長方形的膜衣錠劑；
(5)90mg為五邊形膜衣錠劑(圖一) 4。

三、治療用途
Tolvaptan(Jinarc®)適應症為：用於自體顯
性 多 囊 性 腎 臟 病 且 eGFR 大 於
25mL/min/1.73m2之慢性腎臟病成人病人，已
出現病情迅速惡化跡象，用以延緩自體顯性
多囊性腎臟病之囊泡的生長及腎功能的惡
化4。

四、作用機轉
Tolvaptan是一種選擇性的V2 受體拮抗劑，
透過結合並抑制V2 受體，阻斷腎元遠端部分
之V2 受體與精胺基酸血管增壓素(arginine
vasopressin，AVP)結合，進而減少cAMP的產
生，抑制細胞增生與囊泡的形成4。

Tolvaptan 是一個選擇性的血管增壓素第
二型受體拮抗劑（V2-receptor antagonist）
。低
劑量劑型已被用來治療心臟衰竭與抗利尿激
素分泌不當症候群(syndrome of inappropriate
antidiuretic hormone secretion: SIADH)引起之
低血鈉症；近年來，臨床試驗顯示高劑量的
tolvaptan 可以延緩自體顯性多囊性腎臟病的
惡化，成為治療的新進展。目前台灣也核准
了此適應症。本篇將介紹本院新引進之延緩
自 體 顯 性多 囊 性腎 臟病 的 藥 品 ：
tolvaptan( Jinarc®)。

五、藥物動力學
口服後，tolvaptan會迅速吸收，約在 2 小
時後會出現最高血漿濃度4.5，絕對生體可用率
大約為 56% 6，不受併服食物影響7。98%的
tolvaptan會與血漿蛋白結合，其分佈體積約為
3L/kg 6.7。Tolvaptan大部分在肝臟中經CYP3A
代謝7，代謝完，有 59%以糞便排出，其中僅
有 19%為原型藥，另外 40%幾乎全部以代謝
物形式經由尿液排出6。

二、成份
Tolvaptan 商品名為 Jinarc®，中文名為

六、劑量及用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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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證明此藥品是否分泌進入人類的乳汁中。
因此其對人體的潛在風險為未知，哺乳期間
禁用4。

Tolvaptan之用法為每日兩次，起始劑量
為早晨 45mg與晚上 15mg，早晨應在早餐的
30 分鐘前服用，間隔 8 小時後，不論進食與
否，可服用第二劑。若可耐受，則可將劑量
調高，以早晨 60mg與晚上 30mg給藥，之後
調高至目標劑量，早晨 90mg與晚上 30mg。
每一次劑量調整階段，應至少間隔一週4。

八、臨床治療地位
Jinarc® 為第一個被核准用於延緩自體顯
性多囊性腎臟病惡化的治療藥品。自體顯性
多囊性腎臟病造成腎衰竭的主要原因為腎臟
囊泡不斷增多與擴大，進而導致腎實質被破
壞。以往沒有藥品可以有效減緩腎臟體積的
增加，並延緩腎功能下降的速度，病人僅能
透過低蛋白飲食及血壓血脂的控制來延緩疾
病的進程。Jinarc® 可藉由阻斷囊泡上皮細胞
增生以抑制囊泡生長，臨床試驗更是顯示，
不論是在疾病早期或晚期，tolvaptan都能延緩
腎臟功能惡化以及疾病的進展8.9。

病人腎功能不良劑量調整方面，
Tolvaptan禁用於無尿症病人。在用於治療腎
功能不全病人時，不需調整劑量，但目前尚
未針對肌酸酐清除率小於 10mL/min或接受透
析的病人進行研究。腎功能嚴重下降(即
eGFR< 20mL/min/1.73m2)之病人的肝臟損傷
風險可能會增加4。
病人肝功能不良劑量調整方面，
Tolvaptan可能會引起血中丙胺酸及天門冬胺
酸轉胺酶(ALT及AST)特異性升高，造成特異
性肝毒性(idiosyncratic hepatic toxicity)，在
tolvaptan使用於ADPKD病人的上市後經驗，
已有急性肝衰竭而需要肝臟移植的報告。在
開始治療之前，醫師應先進行肝臟轉胺酶及
膽紅素的抽血檢查，若出現以下四種肝臟酵
素濃度異常之情形，則永久停藥：(1)ALT或
AST > 8 倍ULN；(2)ALT或AST > 5 倍ULN達
2 週以上；(3) ALT或AST > 3 倍ULN，和 (BT
> 2倍ULN或國際標準化比值[INR] > 1.5)；(4)
ALT或AST > 3 倍ULN，且具有肝臟損傷之持
續性症狀。若tolvaptan要使用於重度肝功能不
全病人時，應謹慎評估治療效益及風險，並
謹慎控制病人的情況，定期監測肝臟酵素4。

九、臨床研究
TEMPO 3:4 試驗(Tolvaptan Efficacy and
Safety in Management of Autosomal Dominan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and Its Outcomes)為
一個第三期、多中心、雙盲、安慰劑對照的
三年期試驗，研究總計納入 1445 位年齡介於
18 至 50 歲，罹有自體顯性多囊性腎臟病，且
其整體腎臟體積在 750 mL 以上、預估肌酸酐
廓清率在 60mL/min 以上的病人，隨機以 2:1
比例分配至 tolvaptan 治療組與安慰劑組，治
療組初始劑量為【45mg+15mg】
，接著逐週調
整 劑 量 到 【 60mg+30mg 】， 最 終 達
【90mg+30mg】
，試驗的首要觀察結果為整體
腎臟體積之每年改變率，次要觀察結果則為
腎功能降低率與臨床疾病進展，例如：惡化
的腎功能、腎臟疼痛、高血壓與蛋白尿。

目前無tolvaptan使用於兒童與青少年之
安全性及療效相關資料4。

七、懷孕與授乳
Tolvaptan對懷孕婦女的安全性尚未確立，
動物試驗中顯示具有生殖毒性，但仍未知其
對人體的潛在風險，因此懷孕期間不得服用;
具生育能力的女性於服藥期間必須採取適當
的避孕措施4。
Tolvaptan對於哺乳的安全性尚未確立，
大鼠實驗中顯示其會分泌到乳汁中。但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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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三年期試驗，治療組的整體腎臟體積
以每年 2.8%增長(95% CI：2.5 to 3.1)，對照組
則以每年 5.5%增長(95% CI：5.1 to 6.0)，顯示
tolvaptan 每年可以減少 2.7%的體積增長(95%
CI：-3.3 to -2.1)。於所有次族群分析，例如：
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基礎整體腎臟體
積(TKV)、不同基礎肌酸酐廓清率的族群中，
tolvaptan 對於整體腎臟體積增長的控制皆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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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中也顯示，tolvaptan對於延緩腎臟功
能惡化有益，觀察結果以血清肌酸酐值的倒
數表示，治療組每年減少 2.61(mg/mL)-1，對
照組則每年減少 3.81(mg/mL)-1，顯示tolvaptan
治療效益為每年減少 1.2(mg/mL)-1 的腎功能
下降(95% CI：0.62 to 1.78; P<0.001)。治療成
果以治療前與治療後的比較數據確立，數據
顯示，經三年治療後，相較對照組，增加
4.93(mg/mL)-1 (p<0.001)。

血檢查，且接下來的 18 個月是持續每個月檢
查一次，之後為每 3 個月定期檢查一次4。如
果出現臨床上明顯的肝毒性時，應中斷或停
止Jinarc®治療。
由於可預知的副作用，Jinarc®禁用於無
法感知或反應口渴或是體液缺乏的病人。

十一、院內同類藥比較

臨床表徵方面，試驗期間，治療組相較
對照組出現較少的疾病相關不良事件(44 vs.
50 件/100 人年, P=0.01)，其中腎功能惡化事
件(2 vs. 5 件/100 人年 P<0.001)，與腎臟疼痛
事件(5 vs. 7 件/100 人年 P=0.007)在治療組都
有較低的發生率。

Jinarc® 為目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唯一核准用於延緩自體顯性多囊性腎臟病
惡化的治療藥品。

十二、結語

在安全性方面，治療組因不良反應而中
斷治療的人數比率較對照組高(15.4% vs. 5%)。
整體治療組中有 8.3%病人因出現利水相關症
狀，例如：口渴、多尿、夜尿等，而中斷試
驗，另有 1.2%病人則因肝功能異常中斷試
驗。
以上研究顯示，tolvaptan能有效延緩整體
腎臟體積的增加速率及腎功能惡化，並減少
腎臟疼痛與相關併發症的發生，但治療組有
較高的比率會因副作用而中斷治療2。

多個臨床試驗證實，高劑量tolvaptan可以
延緩自體顯性多囊性腎臟病病人的腎臟惡化
及腎臟體積的增加，並減少相關併發症的發
生。Jinarc® 已於多個國家，例如：日本、加
拿大、美國等，核准用於自體顯性多囊性腎
臟病，台灣也於 2019 年通過健保核准。Jinarc®
為目前市面上第一個用於延緩多囊腎病程的
藥品，期望病人得以受惠，但此藥品可能造
成嚴重的肝臟損傷，治療期間需持續監測肝
功能且留意是否有肝毒性的發生。

十三、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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