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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Risankizumab (Skyrizi
®
)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藥劑科 莊喻琁藥師 

一、前言 

乾癬屬於免疫媒介的慢性發炎疾病，好發

於皮膚、指甲及關節，主要可分為五種類型：

斑塊型乾癬(plaque psoriasis)、對磨處乾癬

(inverse psoriasis) 、 點 滴 狀 乾 癬 (guttate 

psoriasis)、紅皮狀乾癬(erythrodermic psoriasis)

及膿皰型乾癬(pustular psoriasis)，以斑塊型乾

癬最為常見。約有 7~42%乾癬病人會發展成

乾癬性關節炎 1。 

適應性免疫系統(adaptive immune system) 

的過度活化被認為是乾癬的主要發病機制，

其中髓樣樹突細胞 (myeloid dendritic cells, 

mDC) 是造成發炎的關鍵，在受到基因或環

境等誘發因子的刺激後，分泌一系列的細胞

激素，進一步促使角質細胞活化和增殖，使

表皮增生並產生發炎反應，這些細胞激素包

括腫瘤壞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 

TNF-α)、干擾素(interferon-γ, IFN-γ)、介

白素（interleukin, IL）-17、IL-12 及 IL-23 等
2。目前國內上市的生物製劑，包括 TNF-α

抑制劑、IL-12/23 抑制劑、IL-17 抑制劑及

IL-23 抑制劑，以抑制上述細胞激素的發炎途

徑來達到病徵控制的效果，適用於中至重度

乾癬的治療。本文將介紹本院新引進之 IL-23

抑制劑 risankizumab (Skyrizi
®

)。 

二、成份 

本藥品為皮下注射劑型之預充填式注射

器，內含無色至淺黃色且透明至略微乳白溶

液。每支 0.83 mL 溶液中含有主成分

risankizumab 75 mg。商品名為 Skyrizi
®，中文

藥名為喜開悅注射劑 3。 

三、治療用途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適應

症為治療適合接受全身性治療的中度至重度

斑塊性乾癬成人病人3。 

四、作用機轉 

Risankizumab為IgG1單株抗體，與IL-23

的p19次單元結合，並抑制其與IL-23接受體的

交互作用，進而抑制促發炎細胞激素的釋放，

而達到治療乾癬的效果。IL-23是一種自然生

成的細胞激素，涉及發炎和免疫反應，斑塊

型乾癬病人的病灶皮膚中，IL-23的表現量高

於非病灶皮膚3。 

五、藥物動力學 

Risankizumab具線性藥物動力學特性，皮

下注射18-300 mg和0.25-1 mg/kg之劑量，暴露

量會隨劑量等比例增加。給藥後，於3-14天達

最大血漿濃度，估計絕對生體可用率為89%。

在體重90 kg的典型乾癬受試者中，穩定態分

佈體積為11.2 L，半衰期約為28天，全身性清

除率為0.31 L/day。預期此治療性IgG單株抗

體會與內源性IgG有相同的分解代謝路徑，降

解為小分子胜肽和胺基酸。不預期本藥品會

由CYP450酵素代謝，未有與此酵素相關的具

臨床意義藥物交互作用3。 

目前未進行具體試驗評估腎功能或肝功

能不全對risankizumab之藥物動力學的影響。

然依此藥品不預期透過肝臟代謝或腎臟排除

之路徑，認定應用於肝臟或腎臟功能不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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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時，不需要進行劑量調整3。 

六、劑量及用法 

本藥品為含 risankizumab 75 mg/0.83 mL

之預充填式注射器，使用劑量為 150 mg (注

射兩針 75 mg)，於第 0、4 週和之後每 12 週

以皮下注射方式投予。若錯過劑量，需盡快

使用原預計給藥劑量，之後在原定用藥時間

恢復用藥 3。 

七、懷孕與授乳 

Risankizumab用於懷孕女性的資料有限，

於食蟹猴的動物實驗中，未觀察到母體毒性

或致畸作用，亦未發現對子代的生長和發育

有用藥相關性的影響，然而，胎兒/仔猴死亡

率呈現劑量依賴性增加。因此，介於生育年

齡之女性應在治療期間至治療後至少21週，

使用有效避孕方式 3。 

目前尚未有關於本藥品分泌至人類乳汁、

對接受哺乳的嬰兒，或對母乳分泌作用影響

的資料。雖然人類 IgG 會分泌至乳汁，而乳

汁中的抗體不會大量進入新生兒和嬰兒的循

環系統，因此需權衡哺乳與臨床治療需求的

利 益 及 風 險 ， 決 定 是 否 停 止 使 用 

risankizumab
3。 

八、臨床治療地位 

中至重度乾癬病人，給予生物製劑治療，

儼然已成為趨勢。生物製劑安全性高，且能

針對乾癬特定發炎媒介予以阻斷，達到治療

目的。目前臺灣核准用於治療乾癬的生物製

劑，包括 TNF-α 抑制劑 -adalimumab、

etanercept 及 certolizumab 和抗 IL 單株抗體

-ustekinumab、 secukinumab、 ixekizumab、

brodalumab、guselkumab 及 risankizumab。 

根據一篇統合分析文獻，risankizumab 無

論短期或長期療效，皆顯著優於 adalimumab、

etanercept 及 ustekinumab；和 secukinumab 相

比有較佳的表現；與 ixekizumab、brodalumab

及 guselkumab 療效相當 4，而 risankizumab

三個月施打一次的給藥頻率優於 ixekizumab、

brodalumab 及 guselkumab。 

九、臨床研究 

根據兩個相同試驗設計，於中至重度慢

性斑塊性乾癬成年病人進行之多國多中心、

雙 盲 、 隨 機 分 配 試 驗 (UltIMMa-1 及

UltIMMa-2)，評估 risankizumab 的療效及安

全性，受試者依比例 3：1：1 隨機分配至

risankizumab 150 mg、ustekinumab 45 mg或

90 mg (劑量依體重而定)、或安慰劑組。於第

16 週時，安慰劑組改使用 risankizumab 150 

mg治療，其餘組別依原分配方式繼續試驗。  

受試者於第 0、4、16、28 和 40 週以皮

下注射方式給藥，共同主要療效指標為第 16

週達乾癬面積和嚴重度指數 (psoriasis area 

severity index, PASI) 90 及醫師靜態整體評估

(static physician's global assessment, sPGA)分

數達 0或 1分的比例。兩個試驗結果皆顯示，

risankizumab 組有明顯較高的比例達 PASI 90

及 sPGA 達 0 或 1 分。觀察至第 52 週，

risankizumab 組的療效反應亦明顯高於

ustekinumab 組及安慰劑組 5。 

另一項試驗(IMMvent)，受試者依等比例

隨機分配為兩組。前 15 週，一組於第 0、4

週接受 risankizumab 150 mg；另一組於第 0

週給予 adalimumab 80 mg、第 1 週 40 mg、接

著每 2週 40 mg直至第 15週。第 16週開始，

adalimumab 組治療反應介於 PASI 50 至 PASI 

90 者，再次隨機等比例分配繼續原治療方式，

或改以 risankizumab 150 mg治療。結果顯示，

第 16 週時，risankizumab 組達 PASI 75、PASI 

90、PASI 100、sPGA分數達病灶消失或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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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病人比例皆顯著高於 adalimumab 組。

第 44 週時，轉換至 risankizumab 組者，亦有

較佳的治療反應 6。 

上述試驗亦顯示，接受 risankizumab 治療

者，在第 16 週達到皮膚科生活品質指數

(Dermatology Life Quality Index, DLQI)分數 0

或 1，即不影響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人數顯著

高於安慰劑、adalimumab 或 ustekinumab 組 
5,6。 

十、藥物安全性 

Risankizumab 常見副作用包括：頭痛

(3.5%)、上呼吸道感染(13% )、注射部位反應

(1.5% )、倦怠(2.5% )與癬感染(1.1% )。嚴重

副作用包括：蜂窩性組織炎、骨髓炎和敗血

症 3,7,8。 

本藥品可能會造成結核病復發，治療前、

治療期間及治療後，應評估病人的結核病狀

態。具潛伏性或活動性結核病史者，考慮於

給藥前先進行抗結核病治療 3,7。因曾有使用

免疫抑制型生物製劑後病毒感染再活化的報

告，建議於用藥前，檢測是否有 B/C 型肝炎

感染徵狀。由於 risankizumab 有增加感染風

險的可能性，具慢性感染或復發感染病史病

人，需考量使用風險及效益。亦應提醒病人，

若發生嚴重感染症狀時，立即就醫 3。 

十一、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生物製劑品項有抗 IL 單株抗體的

ustekinumab、 secukinumab、 ixekizumab 及

brodalumab ， 以 及 TNF-α 抑 制 劑 的

adalimumab、etanercept 及 certolizumab，詳

細比較列於表一。 

十二、結語 

Risankizumab 治療中至重度斑塊性乾癬

的效果良好，以現有之綜合分析資料顯示具

有較佳的短期治療效果，於誘導治療期後之

維持治療期仍須要更長期的效果分析來進行

評估。 

給藥頻率方面，risankizumab 三個月施打

一次的便利性優於 ixekizumab、brodalumab，

可提高病人用藥意願。對於老年人及肝腎功

能不佳的病人，不需進行劑量調整。 

综上所述，對於用藥順從性差或乾癬治

療效果不佳的病人，本藥品提供新的治療選

擇，期望帶給病人更好的醫療和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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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院內類似藥物比較 3,9-15 

學名 Risankizumab Ustekinumab Secukinumab Ixekizumab Brodalumab Adalimumab Etanercept Certolizumab 

商品名 Skyrizi
®

 Stelara
®  

Cosentyx
®

 Taltz
®  

Lumicef
®  

Humira
®

 Enbrel
®

 Cimzia
®  

含量/劑型 

75 mg/0.83 mL 

pre-filled syringe 

90 mg/0.5 mL 

pre-filled syringe 

150 mg/mL  

pre-filled pen 

80 mg/mL   

pre-filled pen 

210 mg/1.5 mL 

pre-filled syringe 

40 mg/0.4 mL  

pre-filled syringe 

50 mg/mL 

pre-filled pen； 

25 mg/0.5 mL 

pre-filled syringe 

200 mg/mL   

pre-filled syringe 

作用機轉 Anti–IL-23 Anti–IL-12/23 Anti–IL-17A Anti–IL-17A Anti– IL-17RA Anti–TNF-α Anti–TNF-α Anti–TNF-α 

衛福部 

核可之 

適應症*
 

成人中至重度斑

塊性乾癬 

成人及 6 歲以上

兒童：中至重度

斑塊性乾癬 

 

成人：乾癬性關

節炎、中至重度

克隆氏症、中至

重度潰瘍性結腸

炎 

成人：中至重度

斑塊性乾癬、乾

癬性關節炎、中

軸性脊椎關節炎 

成人及 6 歲以上

兒童：中至重度

斑塊性乾癬 

 

成人：乾癬性關

節炎、中軸性脊

椎關節炎 

成人：中至重度

斑塊性乾癬、膿

疱性乾癬、乾癬

性關節炎 

成人：中至重度

乾癬、乾癬性關

節炎、中至重度

類風濕性關節

炎、僵直性脊椎

炎、腸道貝西氏

症、中至重度化

膿性汗腺炎 

 

成人及小兒：中

至重度克隆氏

症、葡萄膜炎、

中度至嚴重潰瘍

性結腸炎 

 

小兒：幼年型自

發性多關節炎 

成人：中至重度

乾癬、乾癬性關

節炎、類風濕性

關節炎、僵直性

脊椎炎 

 

兒童：6歲以上兒

童重度乾癬、2歲

以上兒童幼年型

慢性關節炎 

成人：中至重度

斑塊性乾癬、乾

癬性關節炎、中

至重度類風濕性

關節炎、僵直性

脊椎炎、中軸性

脊椎關節炎、中

至重度克隆氏症 

注射方式 皮下注射 

用法** 

(用於中至

重度斑塊

性乾癬) 

 

第 0、4週和之後

每 12週投予 150 

mg。 

第 0、4週和之後

每 12週， 

成人：投予 45 

mg(體重> 100 kg

為 90 mg)。 

 

兒童(≧6歲)：  

依據體重， 

第 0~4週每週和

之後每 4週投予

300 mg。若體重

≦60 kg，可給予

150 mg。  

第 0週給予 160 

mg，第 2~ 12週

每 2週和之後每 4

週投予 80 mg。 

第 0、1、2週和

之後每 2週投予

210 mg。 

初始劑量 80 

mg，1週後開始

每隔 1週投予 40 

mg。 

成人：每週兩次

投予 25 mg，或每

週一次 50 mg。 

 

兒童(≧6歲)： 

每 週 一 次 0.8 

mg/kg (max. 

50mg/dose)，至多

第 0、2和 4週投

予 400 mg。之後

每 2週 200 mg，

針對反應不足者

可給予 40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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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Risankizumab Ustekinumab Secukinumab Ixekizumab Brodalumab Adalimumab Etanercept Certolizumab 

商品名 Skyrizi
®

 Stelara
®  

Cosentyx
®

 Taltz
®  

Lumicef
®  

Humira
®

 Enbrel
®

 Cimzia
®  

< 60 kg：0.75 

mg/kg； 

≧60 kg：比照成

人劑量。 

24週。 

半衰期 28天 14.9~ 45.6天 22~ 31天 13天 N/A 14天 70小時 14天 

副作用 

(>1%) 

頭痛、上呼吸道

感染、注射部位

反應、倦怠、癬

感染 

鼻咽炎、咽喉疼

痛、上呼吸道感

染、頭痛、暈眩、

疲倦、腹瀉、背

痛、肌痛、搔癢、

注射部位紅斑、

憂鬱  

流鼻涕、鼻炎、

鼻咽炎、口腔疱

疹、咽喉炎、上

呼吸道感染、腹

瀉、蕁麻疹 

上呼吸道感染、

癬感染、噁心、

注射部位反應 

流感症狀、嗜中

性白血球減少

症、癬感染、口

咽疼痛、頭痛、

關節痛、肌肉疼

痛、噁心、腹瀉、

疲勞、注射部位

反應 

≧10% 

呼吸道感染、白

血球減少、頭

痛、貧血、腹痛、

噁心嘔吐、肌肉

骨骼疼痛、肝酵

素增加、脂質增

加、紅疹、注射

部位反應 

感染、過敏反

應、搔癢、皮疹、

注射部位反應、

發燒 

感染 (細菌、病

毒)、嗜伊紅性球

異常、白血球過

低、發熱、頭痛、

無 力、 感覺異

常、疼痛、噁心、

肝炎、高血壓、

搔癢、皮疹、注

射部位反應 

懷孕   

分級***
 

Fetal risk cannot be ruled out. 

依肝腎 

功能劑量

調整 

不需調整   
無肝/腎功能不全

調整建議 

無肝/腎功能不全

調整  建議 

無肝/腎功能不全

調整建議 

˙輕、中度腎功能

不全，不需調整 

˙無重度腎功能不

全、肝功能不全調

整建議 

無肝/腎功能不全  

調整建議 
不需調整 

無肝/腎功能  不

全調整建議 

*適應症的相關細節條件，請參考藥物仿單說明。 
**用法及劑量會因所對應之適應症及臨床反應進行調整，詳細用法請參考藥物仿單說明。 
***

Fetal risk cannot be ruled out. (Micromedex Pregnancy Rating)：Available evidence is inconclusive or inadequate for determining fetal risk when 

used in pregnant women. Use only if the potential benefit justifies any potential risk to the fetus during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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