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藥介紹：Torsemide (Torsix®)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林吟芳 藥師 

 前言 

心臟疾病一直是台灣歷年十大死因之一，

而心衰竭(heart failure, HF)是因為心臟充填或

輸出血液的功能受損所造成，包括高血壓、

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心臟瓣膜問題等等皆

可能是受損的原因，受損後心臟輸出全身的

血流不足，此時身體會代償性的刺激交感神

經並釋放其他激素，造成血管收縮、心跳與

心收縮力增加，同時吸收更多水分回體內，

這樣的長期代償機制卻會造成心臟過度工作，

導致心肌死亡，進入惡性循環１。 

治療上可分為藥物以及非藥物（例如生

活習慣改變、手術等等）兩部分，其中藥物

根據 2021 年歐洲心臟醫學會(ESC)治療指引

及 2021 年美國心臟病學會(ACC)專家共識，

心 衰 竭 病 人 應 使 用 的 藥 物 包 含 ：

ACEIs/ARBs/ARNIs, Beta blockers, MRAs, 

SGLT2 inhibitors 及 diuretics。Diuretics 又以

loop diuretics 為優先選擇，並定期監測血壓、

電解質濃度以及腎功能，本文將介紹本院新

進的 loop diuretics：torsemide (Torsix®)。 

 成份 

本藥品為口服劑型，外觀為橢圓型白色

錠劑，一面刻有 YSP 字樣，另一面則刻有

05/05。內含 torsemide 5mg，商品名為Torsix®，

中文藥名為妥速適錠 2。 

 治療用途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

torsemide的適應症為：治療鬱血性心臟衰竭、

腎疾病、肝臟疾病及慢性腎衰竭所引發的水

腫症狀、高血壓 2。 

 作用機轉 

Torsemide 為 loop diuretics，主作用在抑

制亨利氏環厚上行支管腔內膜上之 Na+/ 

K+/2Cl-傳送系統 2。 

 藥物動力學 

Torsemide口服錠劑之生體可用率約 80%。

少數經由首渡代謝效應而吸收，並於 1 小時

內可達最高血中濃度(Cmax)。使用劑量在

2.5-200mg 之間時，torsemide 的最高血中濃度

及血清濃度-時間曲線面積(AUC)會與使用劑

量呈比例關係。 

Torsemide 與食物併服會延遲 30 分鐘才

達最高血中濃度，但整體生體可用率與利尿

活性不會因此改變。肝腎功能障礙不會影響

torsemide 之吸收率。 

正常人使用 torsemide其排泄半衰期約為

3.5小時。Torsemide 主要是經由肝臟代謝（總

廓清率約 80%）與排泄至尿液中（正常腎功

能病人總廓清率約 20%）。在人體中，

torsemide 的主要代謝物為不具活性的碳酸鹽

類衍生物，但有兩個較少量的代謝物具利尿

活性，不過實際上 torsemide 一經代謝就會終

止其活性。 

Torsemide 的蛋白結合率超過 99%，僅極

少量經由腎絲球過濾作用進入腎小管中，大

多自腎臟清除的 torsemide，主要藉由近端腎

小管主動分泌而進入腎小管尿液。 

Torsemide 經口服投與，1 小時內即發揮

利尿作用，並於 1-2小時達最高血中濃度，利

尿作用可持續 6-8 小時。另外由於 torsemide

主要由肝臟 CYP2C9 代謝，可能會與其他經

由此代謝的藥品，或會誘發或抑制 CYP2C9

的藥品產生交互作用，若需併用時，最好避



  

 

免同時服藥 2。 

 劑量及用法 

口服 torsemide 並不限定在餐前或餐後

服用。老年的病人不需特別調整劑量。另外，

由於 torsemide 之高生體可用率，口服及靜脈

注射的治療劑量皆相等。禁用於對 torsemide

或 sulfonylureas 過敏者及無尿病人。 

鬱血性心臟衰竭的病人，一般起始劑量

為每日一次，每次 10mg 或 20mg。如果利尿

效果不佳，劑量可以大約雙倍量的方式增加，

調整至可產生適當之利尿效果的劑量，但單

次超過 200mg 之劑量尚無足夠研究支持使

用。 

慢性腎衰竭的病人，一般起始劑量為每

日一次，每次 20mg。如果利尿效果不佳，劑

量可以大約雙倍量的方式增加，調整至可產

生適當之利尿效果的劑量，但單次超過

200mg 之劑量尚無足夠研究支持使用。 

肝硬化的病人，一般起始劑量為每日一

次，每次 5mg 或 10mg，並且和 aldosterone 

antagonist 或保鉀利尿劑併用。如果利尿效果

不佳，劑量可以大約雙倍量的方式增加，調

整至可產生適當之利尿效果的劑量，但單次

超過 40mg 之劑量尚無足夠研究支持使用。 

高血壓的病人，一般起始劑量為每日一

次，每次 5mg，若於 4 至 6 週內無法有效降

低血壓，則劑量增為每日一次，每次 10mg。

若 10mg 之劑量仍無效，則需於治療藥物中

加入其他降血壓藥物 2。 

 懷孕與授乳 

目前 torsemide懷孕及授乳的風險都未能

排除。懷孕方面尚未有人體數據顯示對胎兒

及母體的影響，只有在對母體益處大於胚胎

風險時才考慮使用。 

另外，torsemide 是否分泌至人類乳汁中

尚未確立，由於許多藥物可能分泌至乳汁中，

故授乳婦須謹慎使用 2。 

 臨床治療地位 

根據 2021 ESC guideline 及 2021 ACC 

Expert Consensus，所有心衰竭病人的應使用

的藥物包含： ACEIs/ ARBs/ARNIs, Beta 

blockers, MRA, SGLT2 inhibitors，這些藥物都

可以降低心衰竭致死率，而 diuretics 則是針

對 volume overload 之心衰竭病人，可以降低

其住院率及致死率，diuretics 中又以 loop 

diuretics 為優先選擇，須定期監測血壓、電解

質濃度以及腎功能，如果已使用至相當於

furosemide 80mg BID 之劑量時，可考慮換用

另外一種 loop diuretics 或是併用 thiazide 

diuretics，並定期監測血壓、電解質濃度、腎

功能，隨時根據病人狀況調整藥物劑量。 

指引指出 loop diuretics 建議用於緩解低

射出分率心衰竭 (heart failure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 HFrEF)病人的症狀，雖然發

病 率 和 死 亡 率 並 未 經 隨 機 對 照 試 驗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完善證實，

但許多治療試驗都顯示出 loop diuretics 可以

降低死亡風險，且相較安慰劑可以有效減緩

心衰竭惡化，同時也改善病人活動能力。適

當使用利尿劑可以降低腎靜脈壓 ( renal 

venous pressure, RVP)因此改善腎絲球過濾率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3,4。 

此外雖然 thiazide diuretics 同樣能達到利

尿效果，但對大部分的病人，面對嚴重的心

衰竭症狀及日益惡化的腎功能，loop diuretics

為更合適的選擇 3。 

 臨床研究 

根據 2002 年 Juan Cosín 等人發表的

Torasemide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results of 

the TORIC study 文獻，研究顯示相較於使用

furosemide or other diuretics，使用 torasemide 

(torsemide)可以顯著降低致死率 (4.5% vs 

2.2%, p < 0.05)，NYHA 心衰竭分級的進步於

torasemide組也較 furosemide or other diuretics

組佳 (45.8% vs 37.2%, p =0.00017)，在造成血

鉀濃度異常的不良反應方面，torasemide 組發

生率也較低 (12.9% v.s 17.9%, p =0.013) 5。 



  

 

根據 2020年Bishoy Abraham MD等人發

表 的 Meta-Analysis Comparing Torsemide 

versus Furosemide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文獻，研究顯示 torsemide 相較於

furosemide 可以顯著改善心衰竭分級 (72.5% 

vs 58%, OR 2.32, 95% CI= 1.32, 4.10, p = 

0.004)、降低 cardiac mortality之風險 (1.5% vs 

4.4%; OR 0.37, 95% CI= 0.20, 0.66, p <0.001)，

雖然研究顯示 all-cause mortality 在兩組間並

無顯著差異，但經過作者的次分析，病人如

於門診就開始用藥物(而非住院後才開始使

用)，結果顯示 torsemide 組相較 furosemide

組可以降低其 all-cause mortality (14.5% vs 

42.4%, OR 0.56, 95% CI= 0.36, 0.85, p = 

0.004)，但在住院率的部份兩組間則無差異；

至於不良反應方面，研究也顯示 torsemide 組

和 furosemide 組之 medication side effect 並無

顯著差異(14.5% vs 11.9%; OR 1.27, 95% CI= 

0.65, 2.48, p= 0.48)，這也就代表著兩組間的

安全性相當 6。 

根據 Peter Samuel Eid等人於 2021年發

表的 Comparative effects of furosemide and 

other diuretics in the treatment of heart failure

文獻指出，torsemide 改善水腫的效果優於

furosemide (RR 1.54, 95% CI = 1.01, 2.35)、可

以降低 BNP之濃度(95% CI=− 122.57, − 5.43)、

減少 collagen volume fraction (CVF) (95% CI 

= − 0.867, –3.253, p = 0.001) (CVF 為造成

myocardial fibrosis 之指標，可能會導致心衰

竭病人預後較差) 7。 

這些研究的結論都顯示，心衰竭的病人

使用 torsemide相較於 furosemide可以改善其

水腫與心衰竭分級、降低致死率、降低血中

BNP濃度以及減少 CVF，而血鉀異常的不良

反應也較低，且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6。 

 藥物安全性 

Torsemide 的常見副作用包括：多尿

(6.7%)。嚴重的副作用包括低血壓、毒性表皮

壞死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TEN) 、

聽力喪失 8。 

 

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目前已有的口服 loop diuretics包含：

torsemide、furosemide、bumetanide，作用機

轉皆是抑制亨利氏環厚上行支管腔內膜上之

Na+/K+/2Cl-傳送系統，皆有利尿消水腫的效果，

但 torsemide相較於其他兩者有經衛生署核准

於腎因性水腫之治療，治療範圍明確，不過

每日藥費較其他兩者高。此藥的引進提供用

藥更多選擇。詳細藥物比較詳見表一。 

結語 

雖然院內已經有 loop diuretics 藥品可供

使用，但從相關文獻來看可以發現 torsemide

在療效及副作用有其優勢，torsemide 的引進

也為鬱血性心臟衰竭、腎疾病、肝臟疾病及

慢性腎衰竭等所引發的水腫症狀帶來另一種

治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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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院內同類藥品比較 2,8,9,10,11,12   

學名 Torsemide 5mg Furosemide 40mg Bumetanide 1mg 

商品名 Torsix® 妥速適錠 Uretropic® 通舒錠 Burinex® 必瑞錠 

適應症 

(衛福部) 

治療鬱血性心臟衰竭、腎疾

病、肝臟疾病及慢性腎衰竭所

引發的水腫症狀，高血壓 

利尿、高血壓 水腫、利尿 

用法 

1.鬱血性心臟衰竭：起始劑量每

日一次，每次 10mg 或 20mg 

2.慢性腎衰竭：起始劑量每日一

次，每次 20mg 

3.肝硬化：起始劑量每日一次，

每次 5mg 或 10mg 

4.高血壓：起始劑量每日一次，

每次 5mg 

1.高血鈣：一天 120mg，一次或

分 2-3 次服用 

2.高血壓：起始劑量每日兩次，

每次 40mg 

3.利尿劑：起始劑量每日一次，

每次 20-80mg，再每隔 6-8 小

時另增加 20-40mg 

1.每日一錠 

2.小孩：每公斤體重 

0.03-0.06mg 

3.老年人：依據病人的反應而調

整劑量，某些病人每天 

0.5mg 即夠 

 

腎功能劑量

調整 
無尿者禁用 

中中度至重度腎功能不全者：對

於 acute de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考慮提高起始劑量 

無尿者禁用 

肝功能劑量

調整 
肝昏迷者禁用 - 肝昏迷者禁用 

懷孕用藥 

建議 

根據動物試驗，懷孕婦女使

用可能對胎兒造成傷害 

根據動物試驗，懷孕婦女使

用可能對胎兒造成傷害 

根據動物試驗，懷孕婦女使

用可能對胎兒造成傷害 

優缺點 

1.經衛服部核准用於腎因性水

腫等之治療，治療範圍明確 

2.老年人及洗腎者不需調整劑

量、與食物併服不影響吸收 

3.長期使用可改善心衰竭分

級、致死率 

4.用於兒童之安全性及有效性

尚未建立 

1.上市時間較早，臨床使用經驗

豐富 

2.可用於兒童 

1.可用於兒童 

2.食物可能會影響藥品吸收 

3.無高血壓適應症 (off-label 

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