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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Lurasidone (Latuda®)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賴苡芊藥師 

 

一、 前言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指出精神相關的疾病，有

逐漸增加全球負擔的趨勢。根據國內最新資

料顯示，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

慢性精神病僅次於癌症。常見的精神疾病，

包含思覺失調症、雙極性情感精神病、憂鬱

症、妄想症、強迫症等。 
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舊名精神分

裂症，是一種伴隨思考與知覺方面的病態扭

曲所造成的異常疾病。常見的症狀有妄想、

幻覺、言談及行為混亂等1。雙極性情感精神

病(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舊名躁鬱症，是

一種情緒狀態會在狂躁和憂鬱兩個極端之間

變化的疾病。依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

五版(DSM-5)分成第一型雙極性疾病、第二型

雙極性疾病、循環型疾病等2。 
抗精神病藥物調控大腦內部神經傳導物

質改善病人的行為及精神狀態，一般可分為

典型(第一代)抗精神病藥物與非典型(第二代)
抗精神病藥物。典型抗精神病藥物藉由阻斷

第二型多巴胺受體而有效減少正性精神病症

狀，而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除了阻斷第二型

多巴胺受體之外，對血清素的受體也具有親

和力，能有效的治療負性精神病症狀並減少

錐體外症候群的發生。 
本文將介紹本院新進的非典型抗精神病

藥物Lurasidone (Latuda®)。 

二、 成份 

Lurasidone 為一種口服藥品，每顆含有

Lurasidone 40mg。其外觀為白色至類白色圓

形錠劑，一面刻有 L40 字樣。商品名為

Latuda®，中文商品名為樂途達錠。 
 

三、 治療用途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適應

症為：治療成人及青少年(13~17 歲)思覺失調

症，以及第一型雙極性疾患之鬱症發作。本

藥品用於治療第一型雙極性疾患之鬱症發作

時，可單一療法用於治療患有第一型雙極性

疾患之鬱症發作的成人和兒童及青少年(10
至 17 歲)；若配合鋰鹽或 Valproate 之輔助療

法，則是治療患有第一型雙極性疾患之鬱症

發作的成人。 

四、 作用機轉 

Lurasidone是一種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其治療思覺失調症和雙極性疾患之鬱症發作

的作用機轉可能與中樞多巴胺第二型(D2)受
體和血清素第二型(5-HT2A)受體拮抗作用有

關。 

五、 藥物動力學 

Lurasidone 的作用主要來自於其原型藥，

在每日 20~160 mg 的劑量下，Lurasidone 的藥

物動力學與劑量成比例。開始服用 Lurasidone
後，7 日內會達到藥物穩定狀態濃度。服用

40 mg 的平均藥物排泄半衰期是 18 小時。 
Lurasidone 吸收後在 1~3 小時內可以到

達血漿中藥物濃度高峰，預估其吸收率為服

用劑量的 9~19%。在一項食物影響試驗中顯

示，進食後服用 Lurasidone 的平均 Cmax 與

AUC 分別為空腹時的 3 倍與 2 倍。 
Lurasidone 主要經 CYP3A4 代謝，主要

的 生 物 轉 換 途 徑 為 氧 化 N- 脫 烷 基 化 
(N-dealkylation)、羥化降冰片環(hydroxylation 
of norbornane ring)和 S-氧化 (S-oxidation)。 

單次服用碳 14 標定的 Lurasidone 後，可

在尿液和糞便中收集到約服用量 89%的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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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質，其中約 80%經糞便回收、9%經尿液

回收。 

六、 劑量及用法 

Lurasidone 治療思覺失調症時，成人及青

少年的建議起始劑量，皆為每日 40mg，一天

一次。成人建議的最大劑量為每日 160 mg；
而在青少年建議的最大劑量則為每日 80 
mg。 

Lurasidone 治療第一型雙極性疾患之鬱

症發作時，無論單一療法，或是配合鋰鹽或

valproate 之輔助療法，成人的建議起始劑量

為每日 20 mg，一天一次。最大劑量為每日

120 mg。而在兒童及青少年(10 至 17 歲)建議

起始劑量為每日 20 mg，一天一次，作為單一

療法。最大劑量為每日 80 mg。 
特殊族群的劑量調整方面，對於腎功能

不全的病人，若中度(肌酐酸清除率 30~50 
mL/min)，及嚴重(肌酐酸清除率＜30 mL/min)
的腎功能不全，其起始劑量為每日 20mg，每

日劑量不得超過 80mg。而在肝功能不全的病

人，若為中度(肝硬化指數 7~9)及嚴重(肝硬化

指數 10~15)的肝功能不全，建議起始劑量為

每日 20mg。中度肝功能不全病人的每日劑量

不得超過 80mg，嚴重肝功能不全病人的每日

劑量不得超過 40mg。 
Lurasidone 應與食物(飯後 30 分鐘內/至

少 350 卡路里)併服，可增加其吸收效果(其
AUC 約增加 2 倍，Cmax 約增加 3 倍)。 

七、 藥物交互作用 

由於 Lurasidone主要經由CYP3A4代謝，

應避免併用與葡萄柚、強力 CYP3A4 抑制劑

(如：Ketoconazole, Clarithromycin 等)或強力

CYP3A4 誘導劑 (如：Rifampin, Phenytoin, 
Carbamazepine 等)。 

若已使用 Lurasidone，同時需併用中度

CYP3A4 抑制劑(如：Diltiazem, Atazanavir, 
Erythromycin, Fluconazole, Verapamil 等)治療

時，Lurasidone 的劑量應減為原劑量的一半；

反之，若 Lurasidone 和中度 CYP3A4 誘導劑

併用時，以 CYP3A4 誘導劑進行長期治療(7
天或更長)後，可能需增加 Lurasidone 的劑

量。 

八、 懷孕與授乳 

目前 Lurasidone 尚無適當並控制良好於

孕婦進行的人體試驗。新生兒若在妊娠晚期

暴露到抗精神病藥物，出生後有發生錐體外

症狀或戒斷症狀的風險。研究指出這些新生

兒的症狀包括躁動、亢進、肌張力低下、震

顫、嗜睡、呼吸窘迫和餵食障礙。這些併發

症的嚴重程度依個體不同而異，有些案例其

症狀可自行復原，亦有些案例的新生兒需住

入加護病房或住院時間延長。若在使用

Lurasidone 期間發現懷孕或有計畫要懷孕，須

告知醫生。僅在其潛在效益大於對胎兒之潛

在風險時，才可讓孕婦服用。 
在大鼠授乳時，Lurasidone 會分泌到乳汁

中。目前尚未證實 Lurasidone 或其代謝物是

否會分泌至人類乳汁中。顧及對哺乳嬰兒的

潛在嚴重不良反應，應考量停藥對母親的風

險，以決定是否中斷授乳或停藥。 

九、 臨床治療地位 

目前多數臨床治療指引建議精神治療藥

物的使用，應根據病人的臨床表現和抗精神

病 藥 物 的 副 作 用 3-5 。 在 2018 年 ISBD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Bipolar Disorders)治
療指引中4，Lurasidone第一線用於單一或輔助

治療雙極性疾患之鬱症發作，並考慮用於需

要快速治療反應(如：有自殺風險增加等)或有

焦慮症狀者。多篇統合分析的研究也顯示6,7，

Lurasidone在思覺失調症以及雙極性病人之

鬱症發作的控制良好。 
Lurasidone藥理作用與組織胺和蕈毒鹼

受體親和力低5,8，影響體重、血糖、血脂、三

酸甘油酯、總膽固醇、泌乳激素及corrected QT 
(QTc) interval延長的作用較小。然而其多巴胺

受體親和力高，使用抗巴金森藥物及靜坐不

能之風險較大，使用上仍需要注意。 

十、 臨床研究 

在一項為期六週的隨機、雙盲、安慰劑

與主動對照試驗當中，將 486 位思覺失調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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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院病人隨機分為四組，分別是每日晚間

服 用 一 次 的 Lurasidone 80mg (n=125) 、
Lurasidone 160mg (n=121)、Quetiapine XR 600 
mg (n=119)、安慰劑(n=121)，比較服藥六週

後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與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s severity 
(CGI-S) 的分數差異。結果顯示，服用

Lurasidone 80mg與 160mg 及Quetiapine XR 
600 mg的病人在PANSS及CGI-S量表的分數

中皆有顯著的進步，但服用Lurasidone造成體

重上升與膽固醇增加的不良反應相較於

Quetiapine有顯著的減少9。 
另一篇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研究當

中，共收納了 348 位第一型雙極性疾患鬱症

發作的病人，在原本傳統使用Lithium或

Valproate單一療法的情況下隨機分成兩組，再

加入Lurasidone (n=183)和安慰劑(n=165) 作
為 輔 助 療 法 ， 比 較 服 藥 六 週 之 後 的
Montgomery-Asberg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MADRS)及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s scale 
in bipolar illness (CGI-BP)的分數變化。結果顯

示，服用Lurasidone作為輔助療法的病人在

MADRS與CGI-BP的分數中皆有顯著的下降，

表示以Lurasidone作為輔助療法可以有效的

減少病人憂鬱的症狀並提升生活品質10。 

十一、藥物安全性 

Lurasidone常見的副作用包括：血脂異常

（3.8~14.3％）、血糖升高（1.3~12.7％）、體

重增加（2.4~7％）、腹瀉（3~5％）、噁心（10~17
％）、嘔吐（2~9％）、靜坐不能（5.6~22％）、

錐體外症狀（6~39％），帕金森氏症（高達 17
％）、嗜睡（7.1~26.5％）、焦慮症（4~5％）6。 

嚴重的副作用包括：姿勢性低血壓

（0.3~2.9％）、暈厥（0.1％）、顆粒性白血球

缺乏症、腦血管意外（0.1~1％）、癲癇發作（<1
％)、遲發性運動障礙、短暫性腦缺血發作、

自殺念頭、血清肌酐升高11。 

十二、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目前已有的口服非典型抗精神病藥

物包含：Lurasidone、Aripiprazole、
Olanzapine、Paliperidone 、 Clozapine 、

Quetiapine、Risperidone，詳細藥物比較表見

表一。 

十三、結語 

Lurasidone 為非典型精神治療藥物，除了

能治療成人及青少年思覺失調症外，也能治

療第一型雙極性疾患的鬱症發作。其藥理作

用可藉由拮抗中樞多巴胺第二型受體和血清

素第二型受體來控制病程，在多篇研究中顯

示對於疾病的控制良好。另外，長期使用時

對心血管及代謝功能影響也較小，為治療上

的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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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院內同類藥品比較5-8,11-18 

藥名 Lurasidone Aripiprazole Olanzapine Paliperidone Clozapine Quetiapine Risperidone 

商品名 Latuda® Abilify® Zyprexa® OD Invega® ER Zapine® Utapine® 
Seroquel® XR Risperidone® 

含量/ 
劑型 40mg/tab 5mg/tab 10mg/OD tab 3mg/ER tab 100mg/tab  25 mg/FC tab 

200 mg/ER tab 2 mg/FC tab 

受

體

親

和

力 

D2 ++++ ++++ (PA) +++ +++ ++ ++/+ +++ 

5-HT1A +++ (PA) +++ (PA) + (PA) + (PA) ++ (PA) ++/+ (PA) + (PA) 

5-HT2A ++++ +++ ++++ ++++ ++++ + ++++ 

5-HT2C +/- ++ (PA) +++ + ++++ + ++ 

5-HT7 ++++ +++ (PA) ++ ++++/+++ +++ +++/++ +++/++ 

α1 - ++/+ ++ +++ ++++ ++++ +++/++ 

α2 +++/++ + ++ +++ +++ +++/++ ++ 

M1 - - ++++ - ++++ ++ - 

M3 - - ++++ - +++ +++ - 

H1 - ++/+ ++++ +++/++ ++++ ++++ ++ 

適
應
症 

成人 

 思覺失調症 
 第一型雙極性

疾患之鬱症發
作之單一或輔
助治療 

 思覺失調症 
 雙極性疾患之
躁症發作及混
合型發作、維持
治療之輔助治
療 

 重鬱症輔助治
療 

 思覺失調症 
 雙極性疾患之
躁期發作 

 預防雙極性疾
患之復發 

 思覺失調症 
 情感思覺失調
症 

 思覺失調症 
 降低思覺失調
症或情感性分
裂症的復發性
自殺行為 

 帕金森氏症期
間的精神疾病 

Utapine® 
 思覺失調症 
 雙極性疾患之
躁症發作 

Seroquel® XR 
 思覺失調症 
 雙極性疾患的
鬱症發作、躁症

 思覺失調症 
 雙極性疾患之
躁症發作 

 失智症病人具
嚴重攻擊性、躁
動或精神病症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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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作或混合發

作 
 重鬱症發作的
附加治療 

兒童 
青少年 

 思覺失調症 
 第一型雙極性

疾患之鬱症發
作之單一治療 

 思覺失調症 
 雙極性疾患之
躁症發作及混
合型發作、維持
治療之輔助治
療 

 自閉性疾患伴
隨之急躁易怒 

 妥瑞氏症 

無 

 思覺失調症 

無 無 

 思覺失調症 
 雙極性疾患之
躁症發作 

 行為障礙和其
他破壞性行為
障礙 

 兒童及青少年
自閉症之躁動
症狀 

DDD 60mg 15mg 10mg 6mg 0.3 g 0.4 g  5 mg 

依肝腎功能
劑量調整 調整劑量 不需調整劑量 調整劑量 

調整劑量 
(重度腎功能不全
不建議使用) 

調整劑量 
(重度腎功能不全
不建議使用) 

調整劑量 調整劑量 

生體可用率 9-19 % 87 % 30-60 % 28 % 27-50 % 100 % 70 % 

食物影響 增加 Cmax 與
AUC 否 否 增加 Cmax 與

AUC 否 增加 Cmax 與
AUC 否 

血中蛋白 
結合率 >99 % 99 % 93 % 74 % 97 % 83 % 90 % 

代謝 CYP3A4 CYP2D6, 3A4 CY1A2, 2D6 CYP2D6, 3A4 CYP1A2, 3A4, 
2D6  CYP3A4 CYP2D6 

排除 80%糞便 
9%尿液 

20%尿液 
66%糞便 57%尿液 11%糞便 

80%尿液 
30%糞便 
50%尿液 

20%糞便 
73%尿液 

14%糞便 
70%尿液 

半衰期 18 hrs 75 hrs 33.8 hrs 23 hrs 12 hrs 6-7 hrs 3-20 hrs 
起始 

作用時間 1-2 wks 1-2 wks 1-2 wks 1-2 wks 1-2 wks 1-2 wks 1-2 w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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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 
發生率 
(>1 %) 

嗜睡、錐體外疾

病、靜坐不能、噁
心 

消化不良、噁心、 
頭昏、嗜睡 

體重增加、嗜睡、

姿勢性低血壓、血
漿泌乳激素濃度
上升 

錐體外徑症狀、高

血鉀 
昏昏欲睡、暈眩、

心跳過快、便秘、
唾液分泌過多 

便秘、昏昏欲睡、

口乾 
動作遲緩、坐立不

安、視力模糊、月
經週期改變、手發
抖 

副
作
用
比
較 

體重 
增加 + + +++ ++ +++ ++ ++ 

血糖 
異常 ++ + +++ + +++ ++ ++ 

血脂 
異常 ++ + +++ ++ +++ +++ + 

靜坐 
不能 ++ ++ ++ ++ + + ++ 

巴金森
症候群 ++ + ++ ++ + + ++ 

肌張力
不全症 ++ + + ++ + + ++ 

遲發性
運動障
礙 

++ + + ++ + + ++ 

泌乳 
激素 + + ++ +++ + + +++ 

鎮靜 ++ + +++ + +++ +++ ++ 

抗膽鹼 + + ++ + +++ ++ + 
姿態性
低血壓 + + ++ ++ +++ ++ ++ 

QTc 間
期延長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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