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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相關公告資訊 (108 年 1-3 月) 

公告日期 標題 

20190108 Hydrochlorothiazid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90108 Fingolimod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90117 Alemtuzumab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90124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90320 Tofacitinib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90320 Febuxostat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90320 Fluoroquinolone 與 Quinolon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Hydrochlorothiazid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2018/11/21 瑞士醫藥管理局(Swissmedic)發布，藥物流行病學研究發現隨著

hydrochlorothiazide 累積暴露量增加，可能會增加以基底細胞癌(basal cell 
carcinoma, BCC)及鱗狀細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形式表現的非黑色素

細胞皮膚惡性腫瘤的風險之安全性資訊。 
1. 近期兩項丹麥的藥物流行病學研究發現，hydrochlorothiazide(HCTZ)與非黑色

素細胞皮膚惡性腫瘤(non-melanocytic skin malignancies, NMSC)之間存在有具

累積劑量依存性的關聯性。HCTZ 的光敏感性可能是發生 NMSC 的潛在作用機

轉。 
2. NMSC 為罕見事件，其發生率與皮膚表型及其他因素高度相關，故各國間的風

險基準值及發生率各異，歐洲各地間估計的發生率亦差異極大，估計每年每 10
萬人口約有 1 至 34 例 SCC，約有 30 至 150 例 BCC。依前述流行病學研究發

現，隨 HCTZ 的累積劑量增加，SCC 的風險可能會增加 4 到 7.7 倍，而 BCC
的風險則可能會增加 1.3 倍。 

3.瑞士將於所有含 HCTZ 成分藥品仿單新增警語以充分反映上述風險。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藥物流行病學研究發現，hydrochlorothiazide 與非黑色素細胞皮膚惡性腫瘤之間

存在有具累積劑量依存性的關聯性。 
2. 處方含 hydrochlorothiazide 成分藥品前，應詢問病人是否具皮膚惡性腫瘤相關

病史；對於有皮膚惡性腫瘤相關病史的病人，應審慎評估是否處方此類藥品。 
3. 處方含 hydrochlorothiazide 成分藥品時，應告知病人有關非黑色素細胞皮膚惡

性腫瘤之風險，並定期監測病人的皮膚是否有任何新增病變、現有病變惡化或

任何可疑的病變。若發現可疑的皮膚病變須進行檢查。必要時，應進行組織切

片與組織學分析。 
4. 應指導病人避免暴露於陽光或其他紫外線照射，暴露於陽光或紫外線期間須使

用適當的防曬措施，以減少皮膚癌的風險。 
 

Fingolimod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1-



國泰藥訊 10804 (64) 

摘要： 一、2018/11/20 美國 FDA 發布，停用治療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藥品 Gilenya®
（fingolimod），可能發生罕見但可能導致永久性殘疾之多發性硬化症惡化(比開始

用藥前或用藥期間更嚴重)之安全性資訊。 
1. 美國 FDA 從不良事件通報資料庫(FAERS)及醫學文獻中發現 35 件停用

Gilenya®(fingolimod)藥品後發生失能程度嚴重增加伴隨腦部 MRI 影像出現多

處新增病灶的通報案例。該等通報案例停藥前使用 Gilenya®期間介於 7-96 個

月，而該不良反應發生於停藥後 2-24 周間，多數案例發生於停藥後 12 周內。 
2. 此停藥後發生失能程度嚴重增加的情況比典型多發性硬化症復發的症狀更嚴

重，且與個案先前的疾病狀態無關。有些個案在停用 Gilenya®前可以在無人輔

助下自行走路，但停藥後情況惡化到需使用輪椅甚至臥床的程度。 
3. 該等通報案例的恢復情形並不相同，在記錄較完整的 31 件案例中，有 6 例完

全恢復至用藥前或用藥期間的狀態；有 17 例僅部分恢復；其餘 8 例則未恢復

或造成永久性殘疾。 
4. 美國 FDA 已於 Gilenya®（fingolimod）藥品仿單新增警語以充分反映上述風險。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停用 Gilenya®（fingolimod）藥品後可能發生失能程度嚴重增加伴隨腦部 MRI

影像出現多處新增病灶，該不良反應雖罕見但可能導致永久性殘疾。 
2. 開始 Gilenya®治療前，應告知病人停用 Gilenya®可能發生失能程度嚴重增加的

潛在風險；停藥後應密切觀察病人，若發現病人出現多發性硬化症惡化或失能

程度增加的情形，應進行腦部 MRI 檢查以確認是否出現新增或增強的病灶，必

要時應給予適當的治療。 
3. 目前針對該不良反應的最佳治療方式尚未有定論，在 35 例通報案例中，均先

以皮質類固醇（corticosteroids）作初始治療。在 6 例完全恢復的案例中，其中

3 例僅注射 methylprednisolone，另 3 例則接受血漿置換、鞘內注射 triamcinolone
或重啟 Gilenya®療程。而其餘案例的治療方式則包含血漿置換、natalizumab、
重啟 Gilenya®療程、cyclophosphamide、rituximab、dimethyl fumarate、glatiramer
及 methotrexate。 

4. 另 Gilenya®亦可能導致其他嚴重不良反應，包括：心律過緩(緩脈心律不整)及
房室傳導阻斷、黃斑部水腫、感染(包含進行性多灶性白質腦病)等。 

 

Alemtuzumab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2018/11/29美國FDA發布有關治療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藥品Lemtrada® 

(alemtuzumab)可能發生罕見但嚴重的中風及腦頸動脈剝離之安全性資訊。 
1. 美國 FDA 從不良事件通報資料庫（FAERS）中發現 13 件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病人短期使用 Lemtrada® (alemtuzumab)後發生缺血性及出血性中風或

腦頸動脈剝離，且可能導致永久性殘疾甚至死亡之通報案例，皆發生在施打

Lemtrada®後 3 天內，其中 12 例發生於施打該藥後 1 天內。另有一位病人因出

血性中風死亡。 
2. 美國 FDA 已於 Lemtrada®藥品仿單新增警語及加框警語以充分反映上述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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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曾有病人於接受Lemtrada®治療後發生缺血性或出血性中風、腦頸動脈剝離之罕

見但嚴重的不良反應通報案例。這些不良反應症狀大多發生在施打後1天內，

但也可能出現在施打後不久的幾天內。 
2. 醫療人員應在每一次施打Lemtrada®時告知病人及其照護者若出現中風或腦頸

動脈剝離相關症狀，應立即尋求緊急醫療處置。 
3. 中風或腦頸動脈剝離之診斷通常是複雜的，因為初期症狀(如頭痛和頸部疼痛)
不具特異性，當病人主訴之症狀符合前述狀況時應立即進行評估。 

4. Lemtrada®亦可能導致其他嚴重不良反應，包括： 
• 嚴重自體免疫問題，包含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和抗腎絲球基底膜病變。 
• 嚴重輸注反應，例如呼吸困難、胸痛或紅疹。 
• 增加某些惡性腫瘤風險，包含甲狀腺癌、黑色素瘤和淋巴增生性疾病及淋

巴瘤。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2018/12/20美國FDA發布fluoroquinolone類抗生素藥品使用於特定病人，可能增加

罕見但嚴重的主動脈血管破裂或撕裂的風險之安全性資訊。 
1. 美國 FDA 評估不良事件通報資料庫（FAERS）及藥物流行病學研究後發現，

全身性作用(口服或注射)的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藥品可能增加罕見但嚴重

的主動脈剝離或主動脈瘤破裂的風險，而導致危及生命的出血，甚至死亡。 
2. 除非沒有其他適合的治療方案，否則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藥品不應使用於

下述高危險群病人，包括：具主動脈或其他血管阻塞或動脈瘤(異常凸起)病史、

高血壓、與血管病變相關的特定遺傳性疾病(如：Marfan syndrome 與
Ehlers-Danlos syndrome)及老年人。 

3. 美國 FDA 正要求於所有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藥品仿單新增警語以充分反

映上述風險。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使用fluoroquinolone類抗生素藥品與主動脈瘤破裂或剝離具關聯性。 
2. 除非沒有其他適合的治療方案，應避免處方 fluoroquinolone類抗生素藥品於具

主動脈瘤或具主動脈瘤風險的病人，包括：具周邊動脈粥狀硬化血管疾病病

史、高血壓、與血管病變相關的特定遺傳性疾病(如：Marfan syndrome與
Ehlers-Danlos syndrome)及老年人。 

3. 應告知病人若出現任何主動脈瘤相關症狀，應立即尋求緊急醫療協助。 
4. 若病人發生疑似主動脈瘤或主動脈剝離之不良反應，應立即停藥。 
5. 對於具動脈瘤病史之病人，例行性檢查與治療將有助於預防動脈瘤生長與破

裂。 
6. 提供病人改變生活方式相關諮詢，包括：戒菸計畫、健康飲食及控制高血壓和

高膽固醇等，可幫助病人降低發生主動脈瘤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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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acitinib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2019/2/25美國FDA發布，於一項進行中的安全性試驗中發現類風濕性關節炎病人

使用較高劑量含tofacitinib成分藥品時，可能增加發生肺部血栓與死亡的風險之安

全性資訊。 
1. 美國 FDA於首次核准含 tofacitinib 成分藥品時要求廠商執行類風濕性關節炎病

人使用該成分藥品之安全性臨床試驗，以評估心臟相關事件、癌症以及伺機性

感染等風險，使用劑量分別為 10 毫克每日兩次和 5 毫克每日兩次且分別併用

methotrexate。最近分析結果發現，類風濕性關節炎病人使用含 tofacitinib 成分

藥品 10 毫克每日兩次相較於 5 毫克每日兩次或 TNF 抑制劑，可能增加肺部血

栓與死亡的風險。 
2. 美國 FDA 並未核准含 tofacitinib 成分藥品 10 毫克每日兩次之劑量用於治療類

風濕性關節炎，此劑量頻次僅被核准用於治療潰瘍性結腸炎。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處方含tofacitinib成分藥品時，應依仿單核准之適應症與對應之建議劑量。 
2. 應監控病人是否出現肺栓塞的癥候與症狀，並建議病人當發生相關症狀時，應

立即尋求醫療協助。 
 

Febuxostat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2019/2/21美國FDA發布，一項大型安全性臨床試驗的結果顯示febuxostat相較於

allopurinol可能增加心血管相關死亡及全死因死亡（all-cause mortality）的風險之

安全性資訊。 
1. 美國 FDA於核准含 febuxostat 成分藥品時要求廠商執行一項大型上市後安全性

臨床試驗（CARES trial），以評估心血管相關安全性。該試驗納入 6,190 名受

試者，使用含 febuxostat 成分藥品或含 allopurinol 成分藥品。主要試驗終點（綜

合心血管不良事件，包含心血管相關死亡、非致命性心肌梗塞、非致命性中風

與不穩定型心絞痛）顯示 febuxostat 沒有比 allopurinol 差，但個別分析卻發現，

相較於 allopurinol，febuxostat 可能增加心血管相關死亡（Hazard Ratio: 1.34, 95% 
CI: 1.03-1.73）及全死因死亡（Hazard Ratio: 1.22, 95% CI: 1.01-1.47）。 

2. 美國 FDA 經審慎評估上述風險後，將含 febuxostat 成分藥品限縮使用於經

allopurinol 治療無效或使用 allopurinol 發生嚴重副作用之病人，並將於含

febuxostat 成分藥品仿單新增加框警語警示上述風險。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一項大型安全性臨床試驗的結果顯示，含febuxostat成分藥品可能增加心血管相

關死亡及全死因死亡的風險。 
2. 應密切注意使用含febuxostat成分藥品的病人是否出現心血管相關不良反應症

狀或徵候。 
3. 應告知病人含febuxostat成分藥品可能有心血管風險，並提醒病人若出現相關症

狀（如：胸痛、呼吸短促、心跳加快或不規律、單側肢體麻痺或無力、頭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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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困難、突發性劇烈頭痛）時，須立即尋求緊急醫療協助。 
 

Fluoroquinolone 與 Quinolon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近年來，美國FDA及歐盟EMA陸續發布有關fluoroquinolone與quinolone類全身性

作用藥品可能潛在有「肢體障礙，包括肌腱炎、肌腱斷裂等」、「中樞神經系統

不良反應，包括精神相關不良反應、癲癇等」及「低血糖」等嚴重不良反應的風

險。。 
1. Fluoroquinolone 與 quinolone 類全身性作用藥品可能具有發生肢體障礙及永久

性嚴重不良反應之風險，這些嚴重不良反應主要涉及肌肉、肌腱、骨頭及神經

系統。肌腱炎及肌腱斷裂可能發生於使用藥品後 48 小時內，也可能在停藥後

數個月才發生。老年人、腎功能不良、曾進行器官移植或同時併用皮質類固醇

的病人會增加肌腱炎及肌腱斷裂的風險。 
2. Fluoroquinolone 與 quinolone 類全身性作用藥品可能發生精神相關不良反應，包

括中毒性精神病、自殺意念/想法、幻覺或妄想、憂鬱或自殘行為、注意力無法

集中、失去方向感、躁動或緊張、精神混亂、譫妄及失眠等。 
3. Fluoroquinolone 與 quinolone 類全身性作用藥品可能與增加癲癇(痙攣)風險、增

加顱內壓(假性腦腫瘤)、頭暈和顫抖有關。 
4. Fluoroquinolone與quinolone類全身性作用藥品可能與血糖異常有關，包括有症 
狀的高血糖和低血糖，通常發生於同時使用口服降血糖藥物或胰島素之糖尿病 
病人。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於治療急性鼻竇炎、慢性支氣管炎急性惡化、非複雜性泌尿道感染及急性非複

雜性膀胱炎時，fluoroquinolone與quinolone類全身性作用藥品應保留於無其他

治療選擇時使用。 
2. Fluoroquinolone與quinolone類全身性作用藥品可能發生肢體障礙或潛在永久性

傷害的風險，主要涉及骨骼肌肉系統和神經系統（症狀如肌腱炎、肌腱斷裂、

肌肉疼痛、肌肉無力、關節疼痛、關節腫脹、周邊神經病變、精神或意識改變

等），應告知病人若於用藥後發生相關症狀需盡快告知醫療人員。 
3. Fluoroquinolone與quinolone類全身性作用藥品應避免與皮質類固醇合併使用，

因可能增加肌腱傷害之風險。另老年人、具腎臟疾病或曾進行器官移植者亦為

發生相關傷害的高風險族群，處方本類藥品前應審慎評估其臨床效益與風險。 
4. Fluoroquinolone與quinolone類全身性作用藥品可能發生嚴重低血糖甚至造成昏

迷之風險，尤其是同時服用降血糖藥或施打胰島素的糖尿病患者。應密切監控

病人的血糖，並告知低血糖可能的症狀及處置方式。倘發生低血糖，應停用本

類藥品並立即開始適當的治療。 
5. 應避免處方fluoroquinolone與quinolone類全身性作用藥品於使用該類抗生素後

曾發生嚴重不良反應者。倘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症狀時，應立即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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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藥品異動 (108 年 1-3 月) 

一、新進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適應症 

1 Progesterone inj  
Prolutex ® 25mg solution 

for injection  

適用於不孕女性，進行人工協助生殖技術治

療時，用於黃體功能的補充。  

2 Polidocanol 1% 2ml  Aethoxysklerol® inj  血管硬化劑(須專案申請) 。 

3 Barium Sulfate Powder  Baribright P  下消化道攝影(須專案申請) 。 

4 HPV (免費) HPV (免費)  

配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7-108 年 HPV

疫苗接種服務補助計畫暨臺北市 107-108 年

HPV 疫苗接種服務補助計畫，新增公費人類

乳突病毒第 16/18 型疫苗。服務對象：107

學年度國一女生。執行期間：108 年 3 月 4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 

5 Mepolizumab 100mg  
Nucala®  Powder for 

Solution for Injection 

第 46 次藥委會新進品項 

適應症表現型為嗜伊紅性白血球的嚴重氣喘

且控制不良(severe refractory eosinophilic 

asthma)之成人患者之附加維持治療。 

 
二、取消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說明 

1 Polidocanol 2% 2ml  Aethoxysklerol ® inj  因德國製造廠不再生產 2%藥品。 

2 Kawaratake 1g/g  Krestin ® 第 46 次藥委會決議取消。 

3 Metoclopramide 30mg Gastro-timelets® 30mg 製造廠停產。 

 
三、換厰、換規格、換劑型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說明 

1 Oseltamivir 75mg(疾管署公費)  
Eraflu® 75mg 

(疾管署公費)  
政府變更供應的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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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Nemonoxacin(Taigexyn®)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陳盈如藥師 

一、前言 

肺炎是致病原入侵下呼吸道所引起肺實

質的發炎反應，而細菌、病毒、黴菌、結核

菌等都有可能是致病原，其常見的症狀包括

咳嗽、有痰、發燒及呼吸困難1。 

依據感染的來源，肺炎可分為：1.社區型

肺炎，是發生在未住院或住院未滿 48 小時的

病人，其胸部 X 光呈現急性浸潤，並有急性

感染症狀；2.院內型肺炎，則是發生在住院

48 小時後，或上次住院結束後 14 天之內發病

的病人，其胸部 X 光上有新出現或持續 24 小

時以上的浸潤；3.呼吸器相關肺炎，特指使用

侵襲性呼吸器 48 小時以後產生的院內肺炎；

4.健康照護相關肺炎，其範圍包含 90 天內曾

於急性病院住院大於 2 天以上者、住在安養

院或長期照護機構者、30 天內接受針劑抗生

素、化學治療、傷口照護以及洗腎的病人；

5.呼吸照護病房肺炎，則是發生在呼吸照護病

房期間的肺炎。 

不同型態的肺炎，其常見致病菌也不同。

在治療上，須依照致病菌種和病人的疾病狀

態，選擇合適的抗生素使用1。社區型肺炎常

見 的 感 染 菌 種 ， 包 含 ： 肺 炎 鏈 球 菌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流行感冒嗜血桿

菌(Haemophilus influenza)、金黃色葡萄球菌

（ Staphylococcus aureus ）、 卡 他 莫 拉 菌

(Moraxella catarrhalis)，及非典型致病菌，如

黴漿菌(Mycoplasma pneumoniae)、肺炎披衣

菌(Chlamydia pneumoniae)等。除非經醫師評

估具有危險因子，大部分病人不需住院，由

門診醫師處方口服抗生素治療。常用的抗生

素包含：青黴素類(penicillins)、頭孢子菌素類

(cephalosporins)、巨環內脂類(macrolides)、四

環 黴 素 類 (tetracyclines) 、 喹 諾 酮 類

(quinolones)1。 

本文將針對台灣自行研發的社區型肺炎 

 

 

治療藥物 nemonoxacin 進行介紹。 

二、成份 

本藥品為口服劑型，外觀為淡藍色膠囊，

標示「TG」及「250」，內含nemonoxacin 250mg，
商品名為Taigexyn®，中文藥名為太捷信2。 

三、治療用途 

Nemonoxacin的衛福部適應症為：治療成

人對nemonoxacin有感受性的致病菌所引起

之感染，適合於門診治療之輕度社區型肺

炎2。 

四、作用機轉 

Nemonoxacin 是 一 種 無 氟 喹 諾 酮 類 
(non-fluorinated quinolone)抗生素，作用是經

由抑制DNA gyrase和type IV topoisomerase，
抑制DNA合成，進而抑制細菌生長2。其化學

結構式(圖一)，在quinolone環的第 8 個碳，接

上甲氧取代基(C-8-methoxy substituent)， 增
強了對抗革蘭氏陽性菌的活性，並減少抗藥

性的產生3。相較於其他的喹諾酮類藥物，

nemonoxacin因缺少氟的取代基，而減少了光

敏感性的副作用4。 

五、藥物動力學 

空腹口服nemonoxacin後，會迅速並幾乎

完全吸收，於給藥後約 1-2 小時，達最高血漿

濃度。每日口服一次nemonoxacin 500mg，會

在第 3~5 天達到穩定狀態。本藥品的吸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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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高脂肪餐影響，攝食高脂肪餐時服用本

藥品，會使 nemonoxacin的最高血漿濃度

(Cmax)及全身性藥物暴露量(AUC0-inf)之平

均值，分別下降約 36%及 24%，達最高血漿

濃度之時間中位數延長約 3.5 小時2。 

Nemonoxacin的血漿蛋白結合率約為

44-48%。連續 10天每日口服一次nemonoxacin 
500 mg後，其分佈體積約為 107.6 公升2。 

本藥品主要經由腎臟途徑排除，被代謝

的比例很低。72.37%的劑量，以原態藥物型

式經尿液排出，6.11%的劑量，以原態藥物型

式經糞便排出，少於 2 %的劑量，以第II相代

謝物型式(nemonoxacin acyl-β-D-glucuronide)
經尿液排出。Nemonoxacin的平均血漿排除半

衰期約為 12.1 小時2。 

六、劑量及用法 

成人口服 1 次 500mg(2 粒)，1 日 1 次，

空腹服用(在進食前至少 2 小時或進食後至少

2 小時服用)。若需服用含金屬離子之製劑，

如鋁鎂制酸劑、鐵離子補充劑、含鋅或其他

金屬離子的綜合維他命，需於服用本品至少 2
小時後再使用2。 

七、懷孕與授乳 

 Nemonoxacin用於懷孕女性的安全性尚

未確立，不能確保懷孕女性的用藥安全，所

以懷孕或有可能懷孕的女性禁用2。本藥品用

於哺乳中婦女的安全性尚未確立，使用期間

應暫停哺乳2。 

八、臨床治療地位 

Nemonoxacin增強對抗革蘭氏陽性菌的

活性，並保持原來對抗革蘭氏陰性菌及非典

型致病菌之活性。體外試驗中對 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及 多 重 抗 藥 的 PRSP (penicillin-resistant 
Streptococcus pneumonia)有效，且具有與其他

喹諾酮類抗生素無交叉抗藥性之優點，可用

於對其他喹諾酮類有抗藥性之病人2。 

在治療肺炎方面，nemonoxacin對結核菌

感 受 性 低 ， 因 此 相 較 於 levofloxacin 、

moxifloxacin及ciprofloxacin不會影響肺結核

(Tuberculosis；TB)診斷而延誤治療2。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尚未核可此藥品；

而國內衛福部核准的適應症，僅有適合於門

診治療之輕度社區型肺炎，對於住院病人或

重度社區型肺炎病人，是否具有療效仍有待

研究証實。另外，雖於體外試驗中顯示，具

有對 MRSA 及 PRSP 有效之優點，但缺乏相

關人體臨床試驗，仍待進一步研究證實療

效。 

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包括 nemonoxacin
注射劑型用於社區型肺炎治療，及口服劑型

治療糖尿病足潰瘍感染和皮膚及軟組織感染

等，療效及安全性有待證實。 

九、臨床研究 

在一項與levofloxacin比較之隨機對照、

雙盲、多中心的臨床試驗中，納入 527 位社

區型肺炎病人： 356 位使用 nemonoxacin 
500mg，171 位使用levofloxacin 500mg作為對

照組。每日服用藥品 1 次，治療 7 到 10 天。

證實nemonoxacin在臨床治療成功率(clinical 
cure rate)、微生物抑制成功率(microbiological 
success rate) 和 安 全 性 方 面 不 劣 於

levofloxacin5。選擇levofloxacin作對照組的原

因為，其廣泛用於世界各地治療社區型肺炎，

在治療指引中也有明確指出其治療地位和建

議，若可證明新藥品療效及安全性與其相當

或過之，可作為臨床上使用新藥品的依據。 

此試驗中評估治療完成後的胸部X光造

影及肺炎症狀改善，兩組治療成功率相當，

臨床治療成功率分別為nemonoxacin 94.3%、

levofloxacin 93.5%，未達到統計學上的差異

(95%信賴區間包含 1)；微生物抑制成功率分

別為nemonoxacin 92.1%、levofloxacin 91.7%，

未達到統計學上的差異(95%信賴區間包含 1)，
對肺炎鏈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嗜血桿菌

種、克雷伯氏菌種(klebsiella species)的抑制成

功率皆在 87.5 到 100%之間；不良反應發生率

分 別 為 nemonoxacin 33.1% 、 levofloxa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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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發生率較高的不良反應為肝指數上升

及腸胃道相關之噁心、嘔吐、腹部不適，但

兩組間不論是不良反應發生率、嚴重不良反

應發生率或因不良反應而停止治療的比例，

皆未達到統計學上的差異(P>0.05)5。 

整體而言，試驗證實nemonoxacin用於社

區型肺炎治療之療效和安全性與levofloxacin
相當5。 

十、藥物安全性 

Nemonoxacin的常見副作用：噁心(2.5%)
嘔吐(1.2%)、腹瀉(1.3%)、腹部不適(1.0%)；
頭暈(1.9%)、頭痛(1.0%)；肝指數(ASL、ALT、
GGT)升高 (1.3%~4.4%)、白血球計數降低

(1.9%~2.1%)2。 

Nemonoxacin有造成心電圖QT間隔延長

的風險，QT間隔延長可能會導致心室心律不

整的發生。本藥品應避免用於QT間隔延長的

病人、未矯正的低血鉀症病人，及接受class 
Ia(如：quinidine，procainamide)或class III(如：

amiodarone，sotalol)抗心律不整藥物治療的病

人。且本藥品合併使用可能延長QT間隔的藥

物，如紅黴素、抗精神病藥和三環類抗憂鬱

藥，可能存在累加效應，所以與這些藥物併

用應慎重。另外，本藥品在致心律不整的條

件存在時應慎用，例如：嚴重的心跳過慢或

急性心肌缺血2。 

使用含氟喹諾酮類 (fluoroquinolone) 藥
物偶有用藥後發生以下嚴重的不良事件：肌

腱炎及肌腱破裂、重症肌無力的惡化、偽膜

性腸炎、嚴重過敏反應、光敏感反應、光毒

性、嚴重水皰反應、精神病反應、中樞神經

病變、周邊神經病變、肝毒性、血糖代謝異

常。本藥品為新型的無氟喹諾酮類藥物

(nonfluorinated quinolone)，未發現上述嚴重的

不良事件。雖然如此，仍建議在本藥品的使

用中對上述嚴重的不良事件予以關注，並進

行觀察2。 

十一、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同為喹諾酮類口服抗生素的藥品有

pipemidic acid、levofloxacin、ciprofloxacin、
moxifloxacin、gemifloxacin，詳細比較於表

一。 

十二、結語 

Nemonoxacin 為台灣自行研發製造之新

興藥品，臨床使用經驗稍嫌不足，但臨床試

驗中證實其在社區型肺炎治療方面，療效與

安全性皆不劣於 levofloxacin，且其具有與其

他喹諾酮類抗生素無交叉抗藥性之優點，可

用於對其他喹諾酮類抗生素具抗藥性之病人，

為社區型肺炎治療之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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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Nemonoxacin 化學結構式 

 

 

 

 

 

 

表一：院內口服喹諾酮類抗生素比較2,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學名 Nemonoxacin Pipemidic acid Levofloxacin Ciprofloxacin Moxifloxacin Gemifloxacin 
商品名 Taigexyn Dolcol Cravit Ciproxin Avelox Factive 
含量 250mg 250mg 500mg 500mg 400mg 320mg 

適應症 
(衛福部) 

門診治療之輕

度社區性肺

炎。 

腎盂腎炎、腎盂

炎、膀胱炎、尿

道炎、前列腺

炎、中耳炎、赤

痢、腸炎、副鼻

腔炎。 

急性鼻竇炎、慢

性支氣管炎的急

性惡化、社區性

肺炎、複雜性尿

道感染、慢性細

菌性前列腺炎、

皮膚和軟組織感

染。 

呼吸道感染、中耳

炎、竇炎、眼感染、

腎臟及泌尿道感染

(包括淋病)、腹部感

染(包括腹膜炎)、皮

膚及軟組織感染、骨

髓炎、關節感染、菌

血症、吸入性炭疽病

(接觸後)a。 

上呼吸道及下

呼吸道感染、

皮膚和軟組織

的感染、複雜

腹腔內感染。 

慢性支氣管

炎之急性惡

化、社區型肺

炎。 

常見用法 每日 1 次，一

次 2 錠
(500mg) 

依感染病情不

同有不同建議

用法 

依感染病情不同

有不同建議用

法，呼吸道感染

常用每日 1~2
次，每次 0.5~1
錠(250~500mg) 

依感染病情不同有

不同建議用法，呼吸

道感染常用每日 2
次，每次 0.5~1 錠
(250~500mg) 

每日 1 次，一

次 1 錠
(400mg) 

每日 1 次，一

次 1 錠
(320mg) 

食物影響 空腹服用(在
進食前或後至

少 2hrs 服用) 
高脂餐會影響

吸收b 

無相關資料 空腹或隨餐服

用，食物無重要

影響 

飯前或飯後服用，不

可和乳製品併用 
不受食物(包
含牛奶)影響 

空腹或飯後

服用，食物無

重要影響 

老年人 65 歲(含)以
上病患未有足

夠療效及安全

性證據，不建

議使用 

高齡者因多腎

機能低下而有

持續高血中濃

度之虞，需留意

用量及給藥間

隔，慎重給藥 

年長患者不須調

整劑量，只需考

量腎臟功能 

年老的病患應依其

病情嚴重性及 CrCl
給予最低的藥量 

使用於老人不

需要調整劑量 
藥物動力學

不受年紀的

影響 

兒童 禁忌 禁忌 安全性資料及適

合劑量尚未確立 
可使用於兒童且有

建議劑量c 
療效及安全性

尚未建立 
沒有兒童受

試者的藥物

動力學研究 
腎功能不

全 
中度至重度腎

功能不全
(CrCl < 60 
mL/min)及末

期腎臟疾病

(ESRD)：不建

議使用 

有高度腎障礙

的病患。因會持

續高血中濃

度，故給藥時做

減量或拉長給

藥間隔 

需依CrCl調整劑

量d 
需依CrCl調整劑量e 
 

不需調整劑量 CrCl≦
40mL/min: 
160mg q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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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不

全 
療效和安全性

未確定 
無相關資料 不需調整劑量 不需調整劑量 不需調整劑量 不需調整劑

量 
孕婦用藥

分級或建

議 

仿單禁忌 仿單禁忌 C 級 
仿單禁忌 

C 級 
不建議使用 

C 級 
仿單禁忌 

C 級 
不能使用，除

非潛在效益

超過對胎兒

的危險性 
副作用
(>1%) 

噁心嘔吐、腹

瀉、腹部不

適、頭暈、頭

痛、肝指數升

高、嗜中性白

血球減少症、

白血球數降低 

消化器官症狀

(胃部不快感、噁

心、食慾不振) 

嘔吐、噁心、下

痢、失眠、頭痛、

暈眩、肝臟酵素

增加 

噁心、腹瀉 腸胃不適、頭

痛、暈眩、肝

臟酵素增加、

黴菌重複感

染、低血鉀者

心臟傳導延長 

噁心、腹瀉、

頭痛、皮疹 
 

優缺點 優點： 
1.對 MRSA 及

PRSP 有效。 
2.與其他

quinolone 無
交叉抗藥性。 
3.對結核分枝

桿菌無效，不

會影響結核病

的診斷而延誤

結核病治療。  
缺點： 
1.目前國內適

應症僅限於適

合於門診治療

之輕度社區性

肺炎。 
2.單價較高。 

缺點： 
社區型肺炎臨

床上不使用。 

缺點： 
對結核菌有效，

如果是臨床表現

近似社區肺炎的

結核病人使用，

可能會因為暫時

的改善而耽誤結

核病的治療。 

缺點： 
光敏感性的發生率

較高(0.01%~0.1%)。 

優點： 
不易產生光敏

感/光毒性。 
缺點： 
對結核菌有

效，如果是臨

床表現近似社

區肺炎的結核

病人使用，可

能會因為暫時

的改善而耽誤

結核病的治療                                                                                                                                                                                                                                                                                                                                                                                                                                                                                                                                                                                                                                                             

缺點： 
光敏感性的

發生率較高

(0.039%)。 

單價/ 
每日藥費 

NT 180/ 
NT 360 

NT 4.2/ 
NT 8.4~33.6 

NT 32.5/ 
NT 16.25~65 

NT 7.3/ 
NT 7.3~14.6 

NT 92/ 
NT 92 

NT 111/ 
NT 111 

a 小孩：大腸桿菌所引起之複雜性泌尿道感染和腎盂腎炎(1-17 歲)、綠膿桿菌有關之囊腫性纖維化產生

急性肺部惡化的現象(5-17 歲)、吸入性炭疽病(接觸後)。 
b Nemonoxacin的最高血漿濃度(Cmax)及全身性藥物暴露量(AUC0-inf)之平均值分別下降約 36%及 24%，

達最高血漿濃度之時間中位數延長約 3.5 小時。 
c Pediatrics (1-17 y/o): 10-20 mg/kg BID, Max 750 mg/dose. Cystic Fibrosis for Pediatrics (5-17 y/o): 20 

mg/kg BID, Max 1500mg/day 
d CrCl 20-50mL/min: 首次劑量同一般劑量，之後以 half dose 給予；CrCl 10-19mL/min:首次劑量同一般

劑量，之後以 1/4 劑量(125mg q12-48h)給予；CrCl <10mL/min (含 HD&CAPD): 首次劑量同一般劑量，

之後以 125mg q24h 或 q48h 給予，透析後不需給予後續劑量 
e SCr=1.4-1.9 mg/dL 或 CrCl 31-60mL/min/1.73m2:，Max. 1000mg/day；SCr≥2mg/dL或 CrCl<30 

mL/min/1.73m2: Max. 500mg/day；腎功能受損且進行 CAPD 之門診病人: 500mg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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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Famciclovir (Famvir®)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何詠淨藥師 

一、前言 

疱疹病毒能感染人類且造成疾病，已知

有八種：單純疱疹病毒(HSV) 1、2 型、水痘-
帶狀疱疹病毒(VZV)、巨細胞病毒(CMV)、EB
病毒(EBV)、人類疱疹病毒第 6 型(HHV-6)、
人類疱疹病毒第 7 型(HHV-7)、卡波西氏肉瘤

疱疹病毒(KSHV)。這些疱疹病毒皆能潛伏在

特定的組織中，在免疫系統失調時引發各種

疾病影響我們的生活。如常見的單純疱疹病

毒引發的病毒性結膜炎或角膜炎、唇疱疹、

生殖器疱疹，帶狀疱疹病毒造成的神經痛

等1。 

疱疹病毒常見治療藥物，為核甘類似物

藥品，包括acyclovir、valaciclovir、famcicovir。
由於藥物結構設計不同，其藥物動力學及藥

效學的性質就會產生些微的差異。本文將針

對本院所進之新藥 famcicovir 進行介紹。 

二、成份 

本藥品為口服劑型，外觀呈白色、雙凸

圓形錠劑，內含famciclovir 250 mg，可管灌

磨粉，商品名為Famvir®，中文藥名為抗濾

兒4。 

三、治療用途 

衛福部核准之適應症為治療帶狀疱疹及

生殖器疱疹急性感染、抑制反覆性生殖器疱

疹復發4。 

四、作用機轉 

Famciclovir 為 penciclovir 的前驅藥物，

因結構類似於病毒複製時的原料，可藉由病

毒專一的 thymidine kinase 代謝成 penciclo 

 

 
vir monophosphate，之後於受感染的細胞中繼

續轉化成penciclovir triphosphate，競爭性抑制

病毒的DNA聚合酵素，使DNA鏈延長終止而

無法繼續複製，達到疾病治療的目標(圖
一)4,5。 

五、藥物動力學 

Famciclovir口服吸收佳，生體可用率為

77%，且不受食物影響，與蛋白質結合率低，

不易有大幅的血中濃度波動而造成中毒4。

Famciclovir由肝臟的aldehyde oxidase代謝，不

經CYP450 系統，故與其他藥物的交互作用會

相對減少。約 73%的藥物由尿液中排除，其

餘 27%經由糞便排除，因此腎功能不全者應

根據腎功能調整劑量6。 

六、劑量及用法 

1. 單純疱疹病毒治療 
依據仿單建議，初發性生殖器疱疹感染

症的劑量用法為每次 250 mg，1 天 3 次，

連續治療五天。急性復發生殖器疱疹感染症

的劑量用法為每次 125 mg，1 天 2 次，連

續治療五天。對於腎功能不全者，治療急性

復發之生殖器疱疹感染症不需調整劑量。治

療初發性生殖器疱疹感染症時，CrCl≧30 
ml/min 不需調整劑量，CrCl 介於 10-29 
ml/min 調整劑量為每天 125 mg，1 天 3 次。

對於血液透析病人，則於每次透析後補充

125 mg famciclovir。 
根據 micromedex 統整的資料，包含生

殖器疱疹和唇疱疹的建議劑量及腎功能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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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劑量，與仿單略為不同，詳見表一。 

2.帶狀疱疹病毒治療 
依據仿單建議，治療劑量為 250 mg，1

天 3次。對於腎功能不全者，CrCl介於 10-29 
ml/min，調整劑量為每天 125 mg，1 天 3
次。對於血液透析病人，則於每次透析後補

充 250 mg famciclovir。 
依 據 Micromedex 資 料 為 CrCl ≧

60ml/min ，不須調整劑量。 CrCl 介於

40-59ml/min，調整劑量為每 12 小時 500 mg，
CrCl 介於 20-39ml/min 調整劑量為每 24 小

時 500 mg，CrCl<20 ml/min 調整劑量為每

24 小時 250 mg。 

七、懷孕與授乳 

因孕婦資料不足，故針對孕婦使用應考

量其風險，而在動物實驗中並未顯示

famciclovir或其活性代謝物penciclovir具有任

何胚胎毒性作用或致畸作用4。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於 2015
年發布性傳染病 (sex transmission disease, 
STD)治療建議中，提到儘管使用acyclovir在
孕婦或哺乳婦女中是比較安全的選擇，不過

valacyclovir和 famciclovir由動物實驗提供的

資料，顯示對於孕婦的危險性是較低的，故

在孕期使用famciclovir似乎是可行的6。 

目前未知 famciclovir和其活性代謝物

penciclovir是否會分泌到人類乳汁中。在動物

實驗中，以每公斤 40 mg的劑量給予哺乳之大

鼠可在乳汁中偵測到其濃度為血中濃度的八

倍。除非治療的潛在效益超過可能的危險性，

不建議餵哺母乳的母親使用此藥4。 

八、臨床治療地位 

Famciclovir 可用於治療單純疱疹病毒及

帶狀疱疹病毒引起的疾病，和目前院內品項

acyclovir 相較，其優點為服用的頻次較為方

便。Acyclovir 需 4 小時服用 1 次，1 次 4 顆；

而 famciclovir 常用頻次為 1 天 3 次，1 次 1

顆，對於治療該種疾病之病人是另一種選

擇。 

根據famciclovir上市後研究7，帶狀疱疹

發疹後 72 小時內給予 famciclovir 250 mg 
(N=134)、500 mg(N=134)、750 mg(N=138)1
天 3 次，和acyclovir 800 mg (N=139)每日 5 次

對於傷口癒合、終止發疹、水泡消除、急性

疼痛緩解的時間上中位數相當。然而在 48 小

時內給予 250 mg famciclovir於疼痛緩解效應

比acyclovir快了 1.4 倍(P=0.006)，副作用的發

生頻率相當、耐受性佳可視為安全且有效的

藥物。 

九、臨床研究 

1.單純疱疹病毒相關研究 
Diaz-Mitoma F.et al.(1998)的研究8，收

錄 455 個來自歐美地區 30 個大學、醫院、

私人診所 18 歲以上的病人 (223 位男性, 
232 位女性) ，過去 1 年之內至少經歷 6 次

以上的生殖器疱疹，且未進行抑制治療。實

驗組分成 3組，分別為1天3次的famciclovir 
250 mg (N=113)與 125 mg (N=112)、1 天 2
次的 250 mg(N=117)，與安慰劑對照組進行

52 週的試驗。觀察結果為第 1 次生殖器疱

疹再復發的時間、6 個月免於生殖器疱疹、

不良事件發生的頻率。研究結果指出

famciclovir可顯著延遲第 1 次生殖器疱疹感

染的時間(hazard ratios, 2.9-3.3; P<.001)，再

復發的中位數時間為 222 天(125mg TID)、
307 天(250mgTID)、336 天(250mg BID)，
比上安慰劑組的 47 天。6 個月免於生殖器

疱疹比例為famciclovir組(79%-86%)比安慰

劑組(27%) (relative risks, 2.9-3.1; P<.001)。
副作用如頭痛、上呼吸道感染、類流感症狀

在兩組都有被觀察到，然而只有 2 個病人的

不良反應事件可能與藥物相關，其一為服用

10 個月的famciclovir 125 mg，1 天 3 次，膽

紅素(bilirubin)、脂解酶(lipase)上升，治療 7
天後恢復正常。其二為安慰劑組在服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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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後觀察到澱粉酶(amylase)和脂解酶上升，

停藥 6 天後自然緩解。結果顯示針對頻繁復

發的族群，famciclovir在 3 種治療方案都能

安全有效的抑制生殖器疱疹。 
Spruance SL.et al.(2006)探討唇疱疹治

療時間縮短與有效減少病毒複製量的相關

性9，為一個多國家多中心雙盲隨機對照實

驗，納入 18 歲以上免疫力不全的病人，在

過去 12 個月內至少有 3 次的發作。研究分

為實驗組A:famciclovir 1500 mg單一劑量，

實驗組B: famciclovir 750mg投與 1天 2次，

安慰劑對照組C則依頻次配對給予，從有症

狀開始 1 小時內共服用 1 天。觀察結果為每

天追蹤病灶，在一期病兆 (primary leision)
中初發疹到完全癒合的時長，與二期病兆 
(secondary leision)中形成水泡潰爛後結痂

到皮膚完全恢復正常的時間。治癒時間的中

位數分別為A組(4.4 天)，B組(4.0 天)，C組
( 6.2 天)；繼發性的水泡發生頻率在A與B組
為 11%，C組為 18%。在皮膚完全恢復平均

時間上，A組為 4.5 天，C組為 7 天，有顯

著差異 (HR, 1.50; 95% CI, 1.18-1.90, P 
< .001)。A組(1.7 天)相較C組(2.9 天)顯著

減少了疼痛時間和壓痛 ( HR, 1.56; 95% CI, 
1.25-1.94, P < .001)。而B組(2.1 天)在此項指

標與C組(2.9 天)沒有顯著差異 (HR, 1.25; 
95% CI, 1.00-1.56,P=0 .054)。安全性上 3 組

之間藥物不良反應事件發生率相當。實驗結

果顯示相較於安慰劑組，單一高劑量給藥擁

有較強的病毒抑制能力，進而縮短治療時間

並加速病灶癒合，同時也能提供較佳的服藥

順從性。 

2.帶狀疱疹病毒相關研究 
Pott Junior H.et al.(2018)的隨機對照實

驗10，比較使用famciclovir和acyclovir治療帶

狀疱疹的療效與安全性。一組接受 1 天 3
次famciclovir 500 mg，另一組為 1 天 5 次

acyclovir 800 mg，共治療 7 天，觀察發疹到

完全康復的時間及症狀痊癒的指標(包含疼

痛、水泡、感覺異常、皮膚燒灼感、搔癢) 。
共有 151個病人(famciclovir N=75, acyclovir 
N=76 )完成療程，兩者治癒的比例相似

(famciclovir 94.67%, acyclovir 94.74%)，平

均水泡完全癒合時間在 famciclovir組為

14.84 天，acyclovir組為 15.03 天(Log-rank 
P=0.820)。大部分副作用為頭痛、腹瀉、噁

心、背痛、嗜睡，不過並沒有臨床上意義。

根據上述的結果得知famciclovir和acyclovir
這兩種治療方式都能得到高的治癒率且痊

癒所需時間相當，故 famciclovir不劣於

acyclovir。 

十、藥物安全性 

Famciclovir常見副作用為頭痛 (8.5%~  
39.3%)、疲勞(0.6%~4.8% )及腸胃道方面副作

用 ， 例 如 ： 腹 瀉 (1.6%~9% ) 、 噁 心

(2.2%~12.5% )、嘔吐(0.7%~5% )4,6,11。 

Famciclovir嚴重的副作用為肝臟功能指

數上升 (2-6~3.2% )與嗜中性白血球低下

(3.2% ) 4,6,11。 

Famciclovir 用於腎功能不佳的病人需調

整劑量，曾有報告指出既有腎臟相關疾病之

病人，若使用超出建議劑量的 famciclovir 會

提高急性腎衰竭之風險。 

十一、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治療單純疱疹病毒和帶狀疱疹病毒

的口服處方藥品，包括acyclovir、famciclovir、
valacyclovir，詳細比較列於表三。 

十二、結語 

Famciclovir對於治療帶狀疱疹及單純疱

疹的療效與安全性皆不亞於acyclovir，且服用

方式更加便利，可增進服藥順從性。文獻指

出相較其他同類藥物能較快緩解帶狀疱疹的

疼痛7，因此famciclovir為另一個有效且安全

的用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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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Famciclovir 作用機轉 (與 acyclovir、valacyclovir 相似) 
 
表一：Famciclovir 用於治療單純疱疹病毒的劑量(micromedex 資料) 

 建議劑量 腎功能 (CrCl mL/min) 調整劑量 

生殖器疱疹 

初發 250 mg，1 天 3 次，連續治療 5 到 10 天 

再發 
125 mg，1 天 3 次，

連續治療 5 天 

40-60 500 mg，1 天 2 次，治療 1 天  
20-40 500 mg，單一劑量 
< 20 250 mg，單一劑量 

抑制 
250mg，1 天 3 次，

連續治療 5 天 

20-40 500 mg，單一劑量 

<20 250 mg，單一劑量 

唇疱疹 

 
500 mg，1 天 2 次，

連續治療 5 到 10
天 

40-60 750 mg，單一劑量 
20-40 500 mg，單一劑量 
<20 250 mg，單一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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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院內同類藥品比較 
學名 Famciclovir Valacyclovir Acyclovir 

商品名 Famvir® 抗濾兒膜衣錠 Vacyless® 易剋錠 Deherp® 庖寧錠 

含量/劑型 250 mg/Tab 500 mg/Tab 200 mg/Tab 

活性代謝物 Penciclovir Acyclovir 無 

衛福部適應症 

帶狀疱疹及生殖器疱疹急

性感染、抑制反覆性生殖器

疱疹復發 

帶狀疱疹、復發性生殖器疱疹的預防

與治療 

單純庖疹病毒引起之皮膚及粘

膜感染、復發性單純庖疹感染之

抑制、帶狀庖疹病毒引起之感

染、預防骨髓及白血病所引起之

免疫系統不全病人之單純庖疹  

代謝途徑 肝臟代謝，與 CYP450 無關，藥物交互作用較少 

常用劑量 

帶狀泡疹/初發性生殖器泡

疹:250 mg TID 

急性復發性生殖器泡疹:125 

mg TID 

帶狀泡疹:1000 mg TID 

單純泡疹:500 mg BID 

單純泡疹復發抑制:500 mg QD 

初發性生殖器泡疹:200 mg PID* 

抑制單純泡疹復發:400 mg BID 

帶狀泡疹:800 mg PID* 

腎功能調整劑量 

CrCl 

(mL/min) 
劑量 

適應症 
CrCl 

(mL/min) 
劑量 適應症 

CrCl 

(mL/min) 
劑量 

帶狀疱疹 
15-30 

<15 

1000 mg BID 

1000 mg QD 

帶狀疱疹 

 

>25 
不須調整

劑量 

≥30 不須調整劑量 
單純疱疹之

治療 
<15 500 mg QD 

10-25 
800 mg 

Q8H 
單純疱疹復

發之預防  

免疫健全者 

免疫不全者 

 

 

<15 

<15 

 

 

250 mg QD 

50 0mg QD 

10-29 125 mg TID 
<10 

800 mg 

Q12H 

肝功能調整劑量 不須調整劑量 不須調整劑量 不須調整劑量 

是否可透析 
可被透析，透析後血中濃度

減少 76% 

可被透析，4 小時透析可移除 33.3%

藥物 

可被透析，4 小時透析可移除

60%藥物 

管灌磨粉 可 可 可 

懷孕等級 

FDA：無資料 

Micromedex Pregnancy 

Rating：無法排除胎兒風險  

FDA：B FDA：B 

療效比較 
單純泡疹復發抑制:療效相當12.13 

緩解帶狀泡疹急性疼痛及癒合時間: 療效相當10.14 

副作用比較 
不良事件總發生率:相當，無統計上顯著差異10.12.14. 

AKI風險比較:發生率相當15 

*PID:每日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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