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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Brivaracetam (Briviact®)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鄭郁潔/吳哲群藥師  

 前言 

癲癇(epilepsy)是腦部異常放電所產生的

不自主運動，會導致不正常的動作、感覺、行

為或意識的改變，可能會失神、全身僵硬或口

吐白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估計，全世界約有五千

萬人受此疾病所苦 1。隨著科技的進步，癲癇

的診斷與辨別也跟著改變，依國際抗癲癇聯

盟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 

ILAE)2017年新公布的分類，主要將癲癇發作

分為三大類：全身型 (generalized)、局部型

(focal)和未知型(unknown)，再以意識受影響

與否，以及動作症狀與否及種類，來進一步細

分 2。 

大多數局部型癲癇是因大腦結構異常所

導致，而誘發因素有很多，像是遺傳、中樞神

經感染病、血管畸形、腦部外傷、發育問題等，

造成顳葉或額葉功能異常而引起相關症狀發

作。本院新進的 brivaracetam (Briviact ®)為臺

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TFDA)於

2019 年核准治療 4 歲以上局部癲癇發作病人，

而近期 2021 年美國 FDA 更新適應症為治療

1 個月或以上病人的局部性癲癇發作 3，以下

將做進一步的藥物介紹。 

 成份 

本藥品為口服劑型，外觀為灰綠色卵形

膜衣錠，一面刻有「u100」字樣。每錠含有

brivaracetam 100 mg，商品名為 Briviact®，中

文藥名為必治癲膜衣錠。 

 

 治療用途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

brivaracetam 的適應症為：治療 4 歲以上局

部癲癇發作病人。 

 作用機轉 

Brivaracetam 產生其抗痙攣活性的確切

機制目前不明，但 brivaracetam 對 SV2A(突觸

囊泡蛋白 2A，synaptic vesicle glycoprotein 2A)

表現出高度且具選擇性的親合力。SV2A是在

神經元及內分泌細胞的穿膜醣蛋白，主要調

節突觸囊泡的胞吐作用與神經傳導物質的釋

放，藥品結合在 SV2A 後會降低神經傳導物

質的傳遞，可能因此產生抗痙攣效果。 

 藥物動力學 

口服劑型的 brivaracetam 穿透性高，幾乎

可完全吸收，其吸收速率從 10 至 600 mg 間

均表現出與劑量成比例的藥動學特性。空 腹

下服用錠劑的 Tmax 為 1 小時。併用高脂餐

下吸收較為緩慢，但吸收程度維持幾乎不變

(AUC 下降 5%)3,4。 

Brivaracetam 可迅速且平均分佈於大部

分組織中。其與血漿蛋白的結合性低(≤ 20%)。

擬似分佈體積(Vd)為 0.5 L/kg3,4。 

Brivaracetam 之代謝透過水解醯胺部分

形成對應的羧酸代謝產物，其次透過羥化丙

基支鏈形成不具活性的代謝物。羥化路徑主

要以 CYP2C19 為媒介，故CYP2C19 代謝能

力差者和使用CYP2C19抑制劑的病人可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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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調降劑量 3,4。 

Brivaracetam 主要透過代謝及排泄到尿

液中清除。超過 95 %的劑量(包括代謝產物)

在攝入後 72小時內排泄於尿液中，糞便排泄

小於 1 %。排除半衰期(t1/2)約為 9小時 3,4。 

 劑量及用法 

Brivaracetam 可於空腹或進食後服用，初

始治療時，不需逐步調高劑量，應根據個別病

人的耐受性與臨床反應來調整劑量，一般成

人(16 歲或以上)的建議劑量，初始劑量：每

天 2次,每次 50mg；維持劑量：每天 2次，每

次 25-100 mg。其中 4 歲至未滿 16歲之兒童

病人的劑量是依體重建議 (表一)。 

特殊族群劑量調整方面，腎功能不全的

病人，不需調整劑量，但未有末期腎病接受透

析的病人相關臨床資料，不建議在此族群中

使用。而肝功能不全者因曝藥量增加(Child-

Pugh 等級 A、B 及 C 分別增加 50%、57%及

59%)，所有等級的肝功能不全病人均建議依

體重調整劑量 (表二)3,4。 

 懷孕與授乳 

目前並沒相關人體試驗的充足資料，僅

動物研究顯示有發育毒性，故應考慮其使用

的治療效益和潛在風險 3,4。 

在哺乳大鼠的試驗，brivaracetam 或其代

謝物會分泌到乳汁中，但目前無資料顯示

brivaracetam 或其代謝物是否會分泌至人類

乳汁中，應同時考量哺餵母乳和母體治療的

益處和潛在風險 3,4。 

 臨床治療地位 

抗癲癇藥品有許多不同的機轉，在治療

上需依照治療的發作種類、藥品特性以及病

人的情況，例如：年齡、生活型態、肝腎功能，

和藥物交互作用、代謝途徑與副作用等來選

擇。Brivaracetam 為新一代的抗癲癇藥品，相

較於傳統抗癲癇藥品 (如： phenytoin、

carbamazepine、valproic acid和 phenobarbital)，

有較少副作用及藥物交互作用。 

和同為治療局部癲癇發作的類似藥品

levetiracetam 比較，brivaracetam 對 SV2A 的

專一性更高，且結合力高出 10-20倍 5。對於

腎功能不全患者，brivaracetam 不需調整劑量

而 levetiracetam 需要；但肝功能不全者

brivaracetam 則需調整，levetiracetam 於輕度

及中度不全者不用調整劑量，唯對嚴重肝臟

功能障礙的病人，在決定投與劑量前，應先評

估其腎臟功能 6,7，因此可根據病人狀況來選

擇。 

 臨床研究 

在一項為期 12週隨機、雙盲、安慰劑對

照的第三期臨床試驗中，收納 16 至 80 歲局

部癲癇病人，共 768 位受試者以 1：1：1 隨

機分配為三組：brivaracetam 每日 100 mg 

(n=252)、brivaracetam 每日 200 mg (n=249)和

安慰劑  (n=259) 。結果顯示每日使用

brivaracetam 100、200 mg相對於安慰劑，皆

可顯著降低 28天內局部癲癇發作頻率的百分

比(P<0.001)，降低百分比分別為 22.8 % (95 % 

CI 13.3-31.2) 及 23.2 % (95 % CI 13.8-31.6)。

局部發作頻率相較於基期減少≥50%的病人比

率(≥50% responder rate)方面，brivaracetam 100、

200 mg分別為 38.9 % (OR：2.39，95 % CI 1.6-

3.6)、37.8% (OR：2.19，95 % CI 1.5-3.3)，相

對於安慰劑 (21.6 %)皆有統計上的差異

(P<0.001)8。 

在一篇統合分析(meta-analysis)的文獻間

接比較 brivaracetam (BRV) 和 levetiracetam 

(LEV) 用於頑固型局部癲癇 (refractory f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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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zures)，將組別分為劑量高(LEV：3000 mg, 

BRV：250、150 mg)、中(LEV：2000 mg, BRV：

100 mg)和低(LEV：1000、500 mg,  BRV：

50、25、20、5 mg)三組，探討癲癇的發作頻

率是否降低 50%以上、治療期間控制癲癇不

發作的比率、因不良事件導致的停藥比率和

嚴重不良事件發生率。整體而言，癲癇發作的

發作頻率是否降低 50%以上(RR=1.34，95 

%CI 0.98-1.85)和治療期間控制癲癇不發作的

比率(RR=1.01, [ 95 %CI 0.41-2.49])兩者藥品

在三組和整體比較並無統計上的意義；副作

用而言，高劑量組別中 BRV 較容易發生眩暈

(RR = 0.38, [ 95 %CI 0.18-0.83 ])，但整組(RR 

= 0.85, [ 95 %CI 0.56-1.31 ])和其他副作用則

無統計上意義 9。 

 

 藥物安全性 

Brivaracetam 常見的副作用包括：嗜睡和

鎮靜(16%)、暈眩(12%)、疲倦(9%)及噁心與嘔

吐症狀(5%)、小腦協調和平衡障礙(3%)、易怒

(3%)、食慾減退(1.5%)等。 

嚴重之副作用包括：支氣管痙攣及血管

性水腫，若發生以上情形，應立即停藥 3,4。 

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同為治療局部癲癇發作的 racetam

類藥品為 levetiracetam (Keppra®)，詳細比較

列於表三。 

結語 

Brivaracetam 為新一代的抗癲癇藥品，可

用於 4 歲以上局部癲癇發作病人，其作用機

轉可能是對 SV2A 表現出高度且具選擇性的

親合力，因此產生抗痙攣效果，在多篇研究中

顯示其療效及安全性，雖本院已有類似藥品，

但對於癲癇病人須考量的因素非常多，例如：

藥物交互作用、肝腎功能、副作用、藥品服用

順從等，在臨床上可提供病人另一種治療新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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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兒童 4至 16歲病人的 Brivaracetam 建議劑量 

體重 初始劑量 維持劑量 

≥50 kg 每天 2次,每次 25-50 mg 每天 2次,每次 25-100 mg 

20 - 50 kg  每天 2次,每次 0.5-1 mg/kg 每天 2次,每次 0.5-2 mg/kg 

11 - 20 kg 每天 2次,每次 0.5-1.25 mg/kg 每天 2次,每次 0.5-2.5 mg/kg 

 

表二：肝功能不全 Brivaracetam 劑量調整(所有 Child-Pugh 等級) 

年齡與體重 初始劑量 最大維持劑量 

成人和兒童≥50 kg 每天 2次,每次 25mg 每天 2次,每次 75 mg 

20 - 50 kg  每天 2次,每次 0.5 mg/kg 每天 2次,每次 1.5 mg/kg 

11 - 20 kg 每天 2次,每次 0.5 mg/kg 每天 2次,每次 2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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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院內類似藥品比較 2,3,6,7 

學名 Brivaracetam 100 mg Levetiracetam 500 mg 

商品名 Briviact® 必治癲膜衣錠 Keppra® 優閒膜衣錠 

適應症 

(衛福部) 

 適用於 4歲以上局部癲癇發作病人的治療  16 歲以上病患之局部癲癇發作(併有或不

併有次發性全身發作)之單獨治療 

 4 歲以上孩童或成人病患之局部癲癇發作

(併有或不併有次發性全身發作) 

 12歲以上青少年與成人病患之肌抽躍性癲

癇發作 

 16歲以上青少年與成人患有體質性泛發性

癲癇的原發性泛發性強直陣攣發作之輔助

治療 

用法  成人建議： 

1.起始劑量: 50 mg BID 

2.最高維持劑量: 100 mg BID 

 小兒建議： 

1.體重>50 kg：同成人建議 

2.體重 20-50 kg： 

(1)起始劑量: 0.5-1 mg/kg BID 

(2)最高維持劑量:2 mg/kg BID 

3.體重 11-20 kg： 

(1)起始劑量: 0.5-1.25 mg/kg BID 

(2)最高維持劑量: 2.5 mg/kg BID 

 成人建議： 

1.起始劑量: 500 mg BID 

2.最高維持劑量: 1500 mg BID 

 小兒建議：(4-11 歲)及體重 50 kg以下的青

少年(12-17歲) 

1.起始劑量: 10 mg/kg BID 

2.最高維持劑量: 30 mg/kg BID 

蛋白質 

結合率 

≤20 % <10% 

半衰期 9小時 6-8小時 

Onset 1小時 1小時 

腎功能 

劑量調整 

不需調整劑量，但目前沒有 ESRD 透析病人

的相關臨床資料，不建議在此病人族群中使

用。 

成人腎功能障礙的劑量調整表： 

 CrCl 50-80 ml/min：500-1500 mg BID 

 CrCl 30-50 ml/min：250-750 mg BID 

 CrCl <30 ml/min：250-500 mg BID 

 ESRD：500-1000 QD 

肝功能 

劑量調整 

起始劑量 25 mg BID，而建議的最大劑量為

75 mg BID 

不需調整劑量，對嚴重肝臟功能障礙病人，

在決定投與劑量前，應先評估其腎臟功能。 

副作用 

(>1%) 

噁心、嘔吐、便秘、嗜睡、鎮靜、暈眩、疲

倦、協調和平衡障礙、易怒、食慾減退 

噁心、嘔吐、腹瀉、嗜睡/倦怠、腹痛、眩

暈、頭痛、平衡失調、抑鬱、易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