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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 Formoterol and glycopyrronium 

(Bevespi Aerosphere
®
)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張主芸藥師 

 前言 

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為呼吸道慢性發炎，

造成不可逆之肺實質破壞以及小呼吸道狹窄

阻塞，進而導致呼氣氣流受阻及肺部空氣滯

積 (air trapping)，產生咳嗽、咳痰、喘鳴及

呼吸困難等症狀。雖然無法治癒，但為可治

療及預防之疾病 1。慢性阻塞性肺病主要分為

慢性支氣管炎及肺氣腫，其症狀常見有咳嗽、

痰、呼吸困難，及肺功能的惡化。危險因子

有抽菸、空氣汙染及氣喘。診斷慢性阻塞性

肺病，必需施行肺量計檢查(spirometry)，測

量用力呼氣一秒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 FEV1)與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當肺量計檢查顯示吸入支氣

管擴張劑之後用力呼氣一秒量/用力呼氣肺

活量 (FEV1/FVC) 小於 0.7，代表病人有不

完全可逆之呼氣氣流受阻 1。 

現行的藥物治療方式有祛痰劑、類固醇、

支氣管擴張劑及抗生素等，本文將介紹本院

新進的複方治療藥物：Formoterol and 

glycopyrronium (Bevespi Aerosphere®)。 

 成分 

本藥品含有主成分 Formoterol fumarate 

dehydrate 5mcg 及 Glycopyrronium 7.2 mcg，

商品名為 Bevespi Aerosphere®，中文藥名為

必肺宜氣化噴霧劑，是一種加壓定量吸入劑，

包括一個加壓鋁罐，附有劑量顯示器，每罐

含有 120 次吸入量 2。 

 治療用途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適應

症為：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病人氣流阻塞的

長期維持治療 2。重要的使用限制為不可使用

於緩解急性支氣管痙攣或治療氣喘 2。 

 作用機轉 

Glycopyrronium 為長效抗毒蕈鹼劑

(Long-acting muscarinic antagonist, LAMA)，

又稱為抗膽鹼藥物，其對毒蕈鹼受體亞型 

M1 至 M5 的親和力大致相同。它在氣道中產

生藥理作用的方式是透過抑制平滑肌上的

M3 接受體，從而導致支氣管擴張。而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是作用迅速的

長效選擇性 β2 腎上腺素性作用劑 (Long 

acting Beta-2 agonists, LABA)，經吸入後在肺

內作為支氣管擴張劑，在局部發揮作用 2。 

 藥物動力學 2 

經由口腔吸入後，在 Glycopyrronium 與

Formoterol fumarate 都可觀察到線性藥物動

力學。在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吸入後，

Glycopyrronium 僅需 5 分鐘可達到最大血漿

濃度，而 Formoterol fumarate 則需 20-60 分鐘

才達到最大血漿濃度。重複投與 Glycopyrro- 

nium 與 Formoterol fumarate 之後，2-3 天內

可達到穩定狀態。 

Glycopyrronium 中央室體積和周邊室體

積分別為 951 L 和 2019 L。Formoterol 

fumarate 中央室體積和周邊室體積分別為

948 L 和 434 L。Formoterol 的血漿蛋白結合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onic_obstructive_pulmonary_diseas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onic_obstructive_pulmonary_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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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46%至 58%。 

代謝在 Glycopyrronium 總體排除中扮演

次要角色。Formoterol 的主要代謝途徑是直

接葡萄醣醛酸化與 O-去甲基化(主要負責酵

素為 CYP2D6 和 CYP2C)，然後再與無活性

代謝物結合。Formoterol 次要代謝途徑包括

去甲醯基化以及與硫酸鹽結合。 

Glycopyrronium 和 Formoterol 的排除半

衰期均為 11.8 小時。 

目前尚未進行肝、腎功能不全病人對

Glycopyrronium 和 Formoterol 藥物動力學影

響的專門研究。 

 劑量及用法 

本藥品使用方式為每天早晚各一次，每

次吸入兩下，不可超過每天兩次，每次吸入

兩下。吸入一次遞送7.2微克 Glycopyrronium

和 5 微克 Formoterol fumarate dehydrate。初

次使用要先遠離臉部對空釋放 4 次噴霧，並

且在每次噴霧前需振搖均勻。 

Bevespi Aerosphere®的壓力小瓶頂端附

有劑量顯示器。在第一次使用前，請確認劑

量顯示器的指針是指向顯示窗內”120”標誌

右方的位置，指針會在每使用 10 次(噴)之後

持續移動，而劑量顯示窗裡的數字會在每 20

次(噴)後持續改變，當吸入器只剩下 20次(噴)

的藥量時，劑量顯示器之顯示窗會轉換成紅

色。 

若超過 7天未使用Bevespi Aerosphere®，

需將其振搖均勻並對空釋放 2 次噴霧後才能

使用。當劑量顯示器顯示窗口顯示為零或從

鋁箔袋中取出 3 個月後(以先到者為準)，即應

丟棄不再使用，切勿將藥罐浸入水中來確定

藥罐中剩餘的量。2 

 懷孕與授乳 2 

Bevespi Aerosphere®或其個別成分 

Glycopyrronium 和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目前並沒有針對孕婦適當且對照良

好的試驗。因此只有在預期效益大於對胎兒

的潛在危險時，才可以在懷孕期間使用。 

就動物實驗而言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已被證明對大鼠有致畸性、殺胚胎、

增加出生時和哺乳期的幼鼠死亡、減輕幼鼠

體重，並對兔子有致畸性。至於 Glycopyrron- 

ium，在對大鼠及兔子分別投予約相當於成人

每日最高建議吸入劑量18,000 和270倍的劑

量之後，並未發現任何致畸作用。而在人類

的單劑量研究發現非常少量的 Glycopyrron- 

ium 通過了胎盤屏障 2。 

由於目前尚無哺乳母親使用 Bevespi 

Aerosphere®的對照組試驗數據，仍未知其是

否會分泌進入人類的乳汁中。而動物實驗方

面曾在哺乳大鼠的乳汁中檢測到 Formoterol 

fumarate。因此應考慮 Bevespi Aerosphere®對

哺乳母親的重要性，作出停止哺乳或停用

Bevespi Aerosphere®的決定。 

 臨床治療地位 

治療慢性肺阻塞之藥物包括類固醇、茶

鹼、支氣管擴張劑(包括 β2 腎上腺素性作用

劑和抗膽鹼藥物)、第四型磷酸二酯抑制劑

（PDE4 inhibitor）、抗生素及化痰藥。 

根據 2022 年發表的 GOLD 治療指引，

LAMA與LABA併用於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病，

能改善肺功能並降低惡化速度。Bevespi 

Aerosphere®為含有 LAMA 與 LABA 之複方

藥品，適用於分類 Group D 病人(兩次以上急

性惡化或一次以上惡化導致住院，且 mMRC 

≧2 或 CAT≧10 分)，用於慢性肺阻塞性肺病

病人氣流阻塞的長期維持治療 7。 

而在 2019 年發表的系統性回顧研究中

Glycopyrrolate 及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與其他成分之

LAMA 與 LABA 複方藥品相當 6。 

 臨床研究 8 

在一項雙盲、隨機分配研究中，收納 1756

位年齡介於 40 到 80 歲間，患有中度到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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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隨機分為四組進行

為期 24 週的試驗。扣除退出試驗或結果不符

合納入分析之病人，共有 1740 位病人納入分

析，其中 551人接受Glycopyrrolate/formoterol 

fumarate (GFF) 18/9.6 µg 治療，474 人接受

Glycopyrrolate 18 µg (GP)治療，480 人接受

Formoterol fumarate (FF)9.6 µg 治療，235 人

使用安慰劑。 

在 24 週的試驗中，在第 2、4、8、12、

16、20、24 週的用藥前 FEV1 相較於基礎值

的變化，GFF組的數值均大於其他三組。 TDI 

score (過渡性呼吸困難指數)、SGRQ score (聖

喬治呼吸問卷)分數上相較安慰劑組也有顯

著進步。 

 藥物安全性 2 

Bevespi Aerosphere®常見副作用包括咳

嗽(4%)、尿路感染(2.6%)，其他副作用發生

率介於 1%到 2%包括關節痛、胸痛、牙膿瘍、

肌肉痙攣、頭痛、口咽痛、嘔吐、四肢疼痛、

頭暈、焦慮、口乾、跌倒、流感、疲勞、急

性鼻竇炎等。 

研究顯示使用長效β2交感神經作用劑

單一療法治療氣喘[未併用吸入性類固醇

(Inhaled corticosteroids,ICS)]，與氣喘相關死

亡風險增加有關，所以 LABA 不適用於未使

用 ICS 的氣喘病人。Bevespi Aerosphere ®對

於氣喘病人的安全和療效尚未確立，所以

Bevespi Aerosphere ®不適用於治療氣喘。 

由於本品可能造成狹角性青光眼惡化，

有狹角性青光眼病史的病人應謹慎使用。另

外，有前列腺肥大或膀胱頸阻塞病史的病人

使用時應注意是否出現尿液滯留的狀況。 

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含有長效抗毒蕈鹼劑及長效選擇性

β2 腎上腺素性作用劑複方吸入劑品項有

Bevespi Aerosphere®、Anoro Ellipta®、Spiolto 

Respimat®、Ultibro  breezhaler®詳細比較列

於表一。 

結語 

院內雖已有另外三種含有長效抗毒蕈鹼

劑與長效選擇性 β2 腎上腺素性作用劑之複

方吸入劑，但 Bevespi Aerosphere®是唯一含

有速效成分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的

藥品，作為慢性肺阻塞病人之長期維持用藥。

而且由於 Bevespi Aerosphere®屬氣化噴霧劑

型，使用上適合吸氣時力道不足的病人，對

於使用呼吸器族群也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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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院內類似藥物比較 2,3,4,5 

 

藥名 

(學名) 

Glycopyrronium/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Umeclidinium/ 

Vilanterol 

Tiotropium/ 

Olodaterol 

Glycopyrronium/ 

Indacaterol 

商品名 Bevespi aerosphere® Anoro Ellipta® Spiolto respimat® Ultibro breezhaler® 

中文名 必肺宜氣化噴霧劑 安肺樂易利達 適倍樂舒沛噴吸入劑 昂帝博吸入膠囊 

含量 7.2/5.0 微克 55/22 微克 2.5/2.5 微克 50/110 微克 

作用機轉 LAMA+ LABA LAMA+ LABA LAMA+ LABA LAMA+ LABA 

適應症 

(衛福部) 

適用於慢性阻塞性肺

病病人氣流阻塞的長

期維持治療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

之氣道阻塞症狀的維

持治療 

慢性阻塞性肺疾(包

括慢性支氣管炎及肺

氣腫)之長期維持治

療 

慢性阻塞性肺疾 (包

括慢性支氣管炎及肺

氣腫 ) 之維持治療。 

給藥方式 吸入 

用法 
每天兩次， 

每次吸入兩下。 

每天一次， 

每次吸入一下。 

每天一次， 

每次吸入兩下。 

每天一次， 

每次吸入一下。 

半衰期 

(小時) 
11.8 11 27-45 33-126 

副作用

(>1%) 

咳嗽、尿路感染、關

節痛、胸痛、牙膿瘍、

肌肉痙攣、頭痛、口

咽痛、嘔吐、四肢疼

痛、頭暈、焦慮、口

乾、跌倒、流感、疲

勞、急性鼻竇炎、挫

傷 

咽炎、鼻竇炎、下呼

吸道感染、便祕、腹

瀉、四肢疼痛、肌肉

痙攣、頸部疼痛、胸

痛 

口乾、背痛、鼻咽炎 上呼吸道感染、鼻咽

炎、尿道感染、鼻竇

炎、鼻炎、過敏、血

糖過高症及糖尿病、

眩暈、頭痛、咳嗽、

消化不良、蛀牙 

孕婦用藥 

分級 
C 級 C 級 C 級 

 

C 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