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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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4-06 月) 

公告日期 標題 
20170407 Dasabuvir及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70418 公告含 ambroxol 或 bromhexine 成分「處方藥品」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20170420 含 Allopurinol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70425 Dasabuvir及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70510 Codeine 及 tramadol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70511 含碘顯影劑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70609 Citalopram 及 escitalopram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70615 含 Mifepristone 及 misoprostol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Dasabuvir及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1. 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近期接獲通報疑似使用抗 C 型肝炎病毒藥品

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 及 dasabuvir 發生肝臟失償及肝衰竭之不良反應

案件，皆於開始治療後一至四週內發生，且個案之總膽紅素數值快速上升。 
2. Dasabuvir 及 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 因具有潛在肝毒性及導致肝臟衰竭

風險，禁止用於中度至重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Child-Pugh B 與 C）。 
3. Dasabuvir 及 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 成分藥品仿單已於「特殊警語與使

用注意事項」處刊載相關風險，說明曾於上市後通報接獲使用該藥品的病患發

生肝臟失償與肝臟衰竭之案例，包括需肝臟移植或致命結果。通報案例之特性

為出現血清直接膽紅素數值急性增加但未見 ALT 升高，並伴隨肝臟失償的臨

床徵兆及症狀（如腹水、肝性腦病變、靜脈曲張出血等）。 

公告含 ambroxol 或 bromhexine 成分「處方藥品」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摘要： 
 
1.「警語及注意事項」處應加刊： 
有極少數的報告指出，發生如：多形性紅斑（erythema multiforme）、史帝文生

氏-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 / 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TEN>）、急性廣泛性發疹性膿皰症（acute generalised 
exanthematous pustulosis <AGEP>）等嚴重皮膚損害，與使用袪痰劑，如含

ambroxol 或 bromhexine 成分藥品有時間關聯性，但這些案例通常與患者的潛在

疾病及/或併用藥物有關。此外，在該等嚴重皮膚不良反應的早期階段，患者可

能先出現類似流感的非專一性前兆症狀（如：發燒、身體感覺疼痛、鼻炎、咳

嗽及喉嚨痛）。若受這些類似流感之非專一性前兆症狀的誤導，一開始可能會使

用咳嗽及感冒藥來作症狀治療。因此，如果皮膚或黏膜出現新的傷口，須立刻

尋求醫療諮詢並停藥。 
2.「不良反應」處應加刊下列內容： 
免疫系統疾患：罕見：過敏反應（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頻率未知：過敏

性反應（anaphylactic reactions）（包括：過敏性休克、血管性水腫、瘙癢症） 
皮膚及皮下組織疾患：罕見：皮疹、蕁麻疹；頻率未知：嚴重皮膚不良反應（包

括：多形性紅斑、史帝文生氏-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急性廣泛性

發疹性膿皰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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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Allopurinol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Allopurinol 引起皮膚過敏反應之發生及嚴重程度，常與適應症外使用、用法用量

(尤其初始劑量)、病人腎功能情形、皮膚過敏反應初期症狀之監測相關， 故提醒

醫療人員應依仿單之適應症及用法用量處方使用，並監測嚴重皮膚過 敏反應之

發生。 

Codeine 及 tramadol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美國 FDA 發布，因含 codeine 成分及含 tramadol 成分藥品具有導致呼吸緩慢、呼

吸困難等嚴重風險，且用於兒童之風險更高，用於哺乳婦女亦可能對哺餵之嬰兒

產生影響，故要求廠商於仿單加註相關禁忌與警語如下： 
1. 含codeine成分藥品禁用於未滿 12 歲兒童之止痛或止咳；含tramadol成分藥品

禁用於未滿 12 歲兒童之止痛。 
2. 含tramadol成分藥品禁用於未滿 18 歲兒童之扁桃腺及腺樣體切除術後止痛。 
3. 含 codeine 成分及含 tramadol 成分藥品不建議用於肥胖、具有阻塞型睡眠呼

吸中止症、嚴重肺部疾病等情形之 12 至 18 歲青少年，因可能增加嚴重呼吸

問題之風險。 
使用含 codeine 成分及含 tramadol 成分藥品期間不建議哺乳，因可能對哺餵之嬰

兒產生嚴重不良反應，包括：異常嗜睡、哺乳困難或嚴重呼吸問題。 

含碘顯影劑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發布有關使用含碘顯影劑後發生甲狀腺機能低下之

安全訊息，通報個案多為嬰兒及早產兒，並要求含碘顯影劑藥品仿單更新此安全

訊息。 

Citalopram 及 escitalopram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瑞士醫藥管理局(Swissmedic) 發布，因上市後曾接獲疑似使用含 citalopram 及含

escitalopram 成分藥品後發生橫紋肌溶解症之通報案例，廠商已將橫紋肌溶解症

(rhabdomyolysis)加刊於藥品仿單之不良反應處。 

含 Mifepristone 及 misoprostol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併用 mifepristone 及 misoprstol 作為人工流產之用時，可能會有感染和/或敗血症、

嚴重出血、胚胎毒性(當懷孕終止失敗或終止後緊接著懷孕時)等風險。因此，所

有服用該藥品之病人，應於服用後 7 到 14 天內確認是否終止懷孕，且未有異常

出血或感染等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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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 106 年 4-6 月 ADR 通報案例 

通報 
日期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種類 症狀或檢驗值 來源 藥品

來源 通報職別 

4/5 Lidiprine Cream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5 
右手及右腳起水泡 

住院 院內 護理人員 

4/6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4/5 
WBC=790，Seg=40.4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4/10 Digoxin Cardiotoxicity 4/10 
Digoxin level＞4.5 ng/ml 

急診 院內 藥師 

4/11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4/10 
WBC=3200，Seg=14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4/11 Oxybutyn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11 
Wheal-like papules and plaques 
over trunk and extremities 

門診 院內 皮膚科  
醫師 

4/12 Etoposide 
Cisplatin 
Bleomycin 

Blood dyscrasia 4/12 
WBC=1090，Seg=25.2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4/14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4/13 
WBC=2670，Seg=16.6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4/15 Pipemidic acid 
Clindamyc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15 
Skin rash 

門診 院外 皮膚科  
醫師 

4/15 Amoxicillin/ 
Clavulanat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15 
Maculopapular eruption 

門診 院外 皮膚科  
醫師 

4/15 Cephalex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15 
Maculopapular eruption 

門診 院內 皮膚科  
醫師 

4/19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4/19 
WBC=1140，Seg=43.8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4/21 Capecitabin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21 
Paronychia 

住院 院內 藥師 

4/21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4/1224140207 
WBC=1090，Seg=25.2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4/21 Cisplatin 
Topotecan 

Blood dyscrasia 4/21 
WBC=1550，Seg=21.9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4/22 Amoxicillin/ 
Clavulanat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22 
Bullous drug eruption 

門診 院內 皮膚科  
醫師 

4/24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4/21 
WBC=750，Seg=20.0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4/24 Rifampin/ 
Isoniazid/ 
Pyzazinamide 
Ethambutol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22 
嚴重皮膚疹 

門診 院內 肺結核 
個管師 

4/24 Topiramate Other 3/1 
憂鬱傾向，自殺意念 

門診 院內 藥師 

4/24 Cisplatin 
Gemcitabine 

Blood dyscrasia 4/24 
WBC=2410，Seg=20.6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4/24 Vildaglipt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3/8 
Skin eruption 

門診 院內 藥師 

4/28 Ceftriaxon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23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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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日期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種類 症狀或檢驗值 來源 藥品

來源 通報職別 

4/28 Methimazol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3/27 
Skin rash 

門診 院內 藥師 

4/28 Pitavastat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27 
Skin rash 

門診 院內 藥師 

4/28 Terbinafin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7 
Skin rash 

門診 院內 藥師 

4/29 Minocycline Neurotoxicity 1/4 
Dizziness 

門診 院內 藥師 

4/29 Afatini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4 
Oral ulcer，scalp papules 

門診 院內 藥師 

4/29 Afatini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2/8 
Skin rash and diarrhea 

門診 院內 藥師 

4/29 Afatini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3/1 
Oral ulcer 

門診 院內 藥師 

4/29 Afatini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16 
Skin rash，paronykia 

門診 院內 藥師 

4/29 Afatini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27 
Itchy erythematous papules 

門診 院內 藥師 

4/29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4/28 
WBC=1440，PLT=38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4/29 Ethambutol Neurotoxicity 3/20 
Blurring of vision 

門診 院內 藥師 

4/29 Pyrazinamide Neurotoxicity 3/28 
Consciousness disturbed 

住院 院內 藥師 

5/1 Cisplatin 
Etoposide 
Bleomycin 

Blood dyscrasia 5/1 
WBC=760，Seg=15.2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5/3 Propylthiouracil Nephrotoxicity 1/3 
快速進行性腎絲球腎炎 

住院 院外 藥師 

5/3 Valproate sodium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16 
Steven Johnson syndrome 

住院 院外 藥師 

5/5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5/5 
WBC=910，Seg=31.4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5/10 Liraglutide GI.toxicity 5/7 
Acute pancreatitis 

住院 院內 藥師 

5/10 Ciprofloxac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3/13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5/10 Regorafeni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9/12 
Hand foot syndrome 

門診 院內 藥師 

5/11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5/11 
WBC=2180，Seg=3.8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5/13 Docetaxel 
Trastuzumab 

Blood dyscrasia 5/12 
WBC=1010，Seg=12.0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5/15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5/11 
WBC=970，Seg=25.5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5/15 Rifampin/ 
Isoniazid/ 
Pyzazinamide 
Ethambutol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5/15 
嚴重皮膚疹 

門診 院內 肺結核 
個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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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日期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種類 症狀或檢驗值 來源 藥品

來源 通報職別 

5/16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5/16 
WBC=1640，Seg=18.1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5/16 Flunarizin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5/16 
Lichenoid drug eruption 

門診 院內 皮膚科  
醫師 

5/19 Cisplatin 
Gemcitabine 

Blood dyscrasia 5/19 
WBC=2380，Seg=20.0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5/22 Cisplatin 
Doxorubicine 
liposome 

Blood dyscrasia 5/22 
WBC=1840，Seg=25.7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5/22 Cisplatin 
Gemcitabine 

Blood dyscrasia 5/23 
WBC=1190，Seg=29.0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5/23 Cisplatin 
Gemcitabine 

Blood dyscrasia 5/22 
WBC=1840，Seg=25.7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5/23 Spironolacton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5/21 
Maculopapular drug eruption 

門診 院內 皮膚科  
醫師 

5/25 Cisplatin 
Etoposide 
Bleomycin 

Blood dyscrasia 5/25 
WBC=1250，Seg=40.8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5/31 Amoxicillin 
Sulindac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5/20 
Fixed drug eruption 

門診 院外 皮膚科  
醫師 

6/2 Escitalopram GI.toxicity 5/7 
UGI bleeding 

門診 院內 精神科  
醫師 

6/2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6/2 
WBC=1390，Seg=4.8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6/5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6/2 
WBC=780，Seg=20.0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6/9 Cisplatin 
Gemcitabine 

Blood dyscrasia 6/9 
WBC=1400，Seg=32.0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6/12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6/12 
WBC=1830，Seg=10.5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6/13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6/13 
WBC=1640，Seg=25.5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6/17 Levofloxacin Blood dyscrasia 6/2 
Pancytopenia 

急診 院內 藥師 

6/17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6/17 
WBC=980，Seg=36.9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6/17 Cyclophosphamide 
Epirubicin 

Blood dyscrasia 6/16 
WBC=1970，Seg=14.5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6/17 Cyclophosphamide 
Doxorubicin 
Fluorouracil 

Blood dyscrasia 6/16 
WBC=1470，Seg=28.2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6/19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6/19 
WBC=1600，Seg=29.5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6/19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6/15 
WBC=2150，Seg=17.6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6/22 Epirubicin 
Ifosfamide 

Blood dyscrasia 6/22 
WBC=900，Seg=20.6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6/24 Mefenamic acid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6/24 
Fixed drug eruption 

門診 院外 皮膚科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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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日期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種類 症狀或檢驗值 來源 藥品

來源 通報職別 

6/29 Cetuxima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2/22 
Acneiform eruptiop 

門診 院內 藥師 

6/29 Panitumuma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6/29 
Papulopustular eruption 

住院 院內 藥師 

6/29 Cisplatin 
Etoposide 

Blood dyscrasia 6/26 
WBC=1030，Seg=9.0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6/29 複方 S1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5/5 
Photosensitivity dermatitis 

門診 院內 藥師 

6/29 Azathioprin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5/17 
Maculopapular eruption 

住院 院內 藥師 

6/29 Ciprofloxac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5/11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6/29 Levofloxacin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6/28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6/29 Celecoxi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2/8 
Skin rash 

門診 院內 藥師 

6/29 Rifampicin/ 
Isoniazid/ 
Pyrazinamid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6/10 
Severe skin itching 

門診 院內 藥師 

6/29 Rifampicin/ 
Isoniazid/ 
Pyrazinamid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4/21 
Skin rash 

門診 院內 藥師 

6/29 Erlotinib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5/22 
Acneiform drug eruption 

門診 院內 藥師 

6/29 Penicillin G 
benzathine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6/13 
Skin rash 

急診 院內 藥師 

檢驗單位(正常值)： 
WBC= 4000-10000(*/uL)；Neut. Band= -(%)；Neut. Seg= 40-75(%)；PLT= 130-400 (*1000/uL) 
GOT= 5-35(IU/L)；GPT= 5-35(IU/L)；Ammonia= 9-33( umol/L)；Creatinine = 0.44-1 (mg/dL) 

 
 
 

-6-



國泰藥訊 10607 (57) 
 

 
 

新藥介紹：Leuprorelin (Eligard)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許珊珊/花士君藥師 

一、前言 
根據行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2015 年台

灣地區前列腺癌為癌症十大死因的第 6 名，

年發生率為每十萬人 29 人，發生率和死亡率

都有逐年上升的趨勢1。多數的前列腺癌為賀

爾蒙敏感性腫瘤，需要依賴雄性素才能生存，

如果去除或壓抑體內的雄性素，癌細胞便會

凋亡。早期（T1-T2）前列腺癌的治療以手術

或放射線為主。中期（T3-T4）前列腺癌，是

指癌細胞已侵犯至前列腺被膜以外，一般建

議接受放射線治療加上荷爾蒙治療。晚期前

列腺癌包含有淋巴結或遠處器官的轉移則以

荷爾蒙療法為主要的治療2。 

荷爾蒙療法可以藉由睪丸切除術以及藥

物治療達到，而藥物治療又以促性腺激素釋

放 激 素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GnRH)作用劑為主。本文將針對本

院新進的 GnRH 作用劑 leuprorelin acetate 
22.5mg (Eligard) 進行介紹。 

二、成份 
本藥品為凍晶注射劑，內含 leuprorelin 

acetate 22.5mg。一支預充式注射器為藥品粉

末，外觀呈白色至灰白色；另一支預充式注

射器含有無色至淡黃色之澄清注射用溶劑，

兩支注射器組成一個混合系統。商品名為

Eligard®，中文藥名為癌立佳。 

三、治療用途 
用於晚期前列腺癌紓解治療，以及與放

射治療倂用於高風險的局部和局部晚期荷爾

蒙依賴型前列腺癌治療3。 

四、作用機轉 
Leuprorelin acetate是合成的促性腺激素

釋 放 激 素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GnRH)，也稱作促黃體激素釋放激

素 (Luteinising-Hormone Releasing 
Hormone, LHRH）作用劑，持續投與可抑制

腦下垂體分泌促性腺激素。 

投與初期會使循環中的促黃體素 

 

(Luteinizing Hormone, LH)和濾泡刺激素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濃度升

高，進而導致男性的testosterone和
dihydrotestosterone 的濃度短暫升高(約 5~12
天)4。若持續給予，透過負回饋抑制作用將會

使LH和FSH下降，進而使testosterone降到去

勢閾值以下(≦50 ng/dL)（如圖一）。此抑制作

用在停藥後可以回復。 

五、藥物動力學 
1. 吸收： 

晚期前列腺癌病人注射投與後，平均在

注射後的 5 小時達到最高血清濃度，第一、

二劑分別是 127ng/ml 和 107ng/ml。每次注

射後的血清濃度在最初的升高之後，會維持

在比較穩定的濃度(0.2-2ng/ml)。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在重複給藥期間有

顯著蓄積作用。在給藥期間，偶爾會無法檢

測到血漿濃度，但 testosterone 濃度仍維持

在去勢水平。 

2. 分布與排除： 

健康男性自願者以靜脈注射投與後，平

均穩定狀態分布體積為 27L，平均全身清除

率為 8.34L/h。根據二室模型，末期排除半

衰期約 3 小時。 

目前沒有對Eligard進行排泄和藥物代

謝的研究3。 

六、劑量、用法及保存方式 
1. 成年男性劑量 

Eligard22.5mg為每 3 個月皮下注射一

次。注入皮下的溶液透過一個穩定的藥品傳

輸系統，可以在3個月內持續釋放leuprorelin 
acetate。用於晚期前列腺癌紓解治療必須是

長期治療，當病情緩解或改善時，不該停止

治療。 

治療反應應藉由臨床參數和測量血清

前列腺特異抗原(PSA)濃度來監測。血清

testosterone 達到去勢濃度後，只要繼續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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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保持下去。如病人反應不佳，應當確認

是否已達到或是維持在去勢濃度。 

Eligard®禁用於婦女和兒童。 

2. 肝腎功能不全 

未對肝或腎功能不全病人進行研究。 

3. 用法 

在即將皮下注射之前，接合兩個預充式

注射器並將內容物來回混合。配置好後須立

即使用(30 分鐘內4)，因為藥液的黏度會隨

著時間增加。 

應避免動脈或靜脈注射，並定期變換注

射的部位。 

4. 保存方式 

本藥須存放在冰箱(2℃-8℃)，保持原包

裝以防潮濕。建議在使用前約 30 分鐘，從

冰箱取出，恢復至室溫(低於 25℃)再施打。

一旦從冰箱取出，於原包裝內可在低於 25
℃的室溫下存放達四週。 

七、懷孕與授乳 
Eligard®禁用於婦女 3。懷孕婦女投予

leuprorelin acetate可能會有致畸胎的風險5。 

八、臨床治療地位 
賀爾蒙療法，又稱為雄性素去除療法，

已被用於以下情況的前列腺癌：(1) 已經接受

過手術或是放射線治療攝護腺特定抗原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仍快速上升、

(2) 與放射線合併治療高風險的局部前列腺

癌 、 (3) 在 放 射 線 治 療 前 作 為 新 輔 助

(neoadjuvant)治療縮小腫瘤大小、(4) 轉移性

前列腺癌2。賀爾蒙療法為轉移性前列腺癌的

標準治療，研究證實可以延緩疾病的惡化並

改善轉移性疾病 (如：骨痛)的症狀6。 

賀爾蒙療法中睪丸切除術和藥物治療都

同樣有效。與睪丸切除術相比，荷爾蒙藥物

治療因具可逆性、較小的侵入性及避免手術

帶來的生心理不適被廣泛接受，但是整體價

格較為高昂。 

早期的藥物治療為口服雌激素，但是因

為嚴重的副作用，尤其是血栓栓塞事件，限

制了其用途。現在則以GnRH作用劑為主。衛

福部核准的 GnRH 作用劑有 leuprorelin 、

triptorelin和goserelin，皆為GnRH的衍生物，

在胺基酸殘基的第 6 和 10 位置做結構修飾，

對於受體有更高的親和力。 

這些藥品因為半衰期短所以多數做成長

效劑型，以每月到每季的間隔皮下注射給予，

可以減少病人挨針的次數並增加順服性及方

便性。Eligard®使用新型的給藥傳遞系統

Atrigel® ， 是 可 生 物 降 解的 聚 合物 D ， 
L-lactide-co-glycolide。與leuprolide混合形成

均勻的懸浮液，經由皮下注射後會在體內固

化形成貯藥槽 (depot)，並緩慢持續釋放

leuprolide 。 相 較 於 以 前 的 微 球 儲 藥 槽

(microsphere depot)，此給藥傳遞系統可以提

供兩倍劑量的leuprolide，且可多持續抑制睪

固酮 14 天7。 

九、臨床研究 
本藥的樞紐實驗是一個為期六個月的多

中心開放性研究，共有 117 位前列腺癌病人

被納入此研究中。給藥後的第 28 天後有 98%
血清的testosterone達到去勢濃度 50 ng/dL以
下，到第 35 天時所有人都達到去勢濃度以下

並一直持續到試驗結束。其中有 1 位受試者

在第一劑注射後發生testosterone突然竄高的

現象，在給予第二劑後又降至去勢濃度以下。

試驗終點時平均PSA下降了 98%。此研究並

未對腫瘤大小進行測量8。 

目前已有多個phase III研究顯示於高或

超高風險前列腺癌病人使用GnRH作用劑包

含leuprorelin和goserelin合併體外放射線治療

(EBRT)，可以改善疾病相關的存活率和整體

存活率2。其中一個研究收納了 875 位局部晚

期的前列腺癌病人，隨機分派至單獨使用

leuprorelin作為雄性素去除療法或合併體外

放射線治療兩組，平均追蹤 7.6 年，結果顯示

在第 10 年時疾病相關的累積死亡率在

leuprorelin組為 23.9%、放射線組為 11.9%，

相對風險(RR)為 0.44 (95% CI 0.30-0.66) 9。 

十、藥物安全性 
不良反應主要受荷爾蒙濃度升高或減少

作用影響所致。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熱潮紅、

身體不適、噁心、疲勞，以及注射部位短暫

的局部刺激。約有 58%的病人發生輕度或中

度熱潮紅。 

皮下注射後出現的這些局部不良事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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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輕微且短暫的。全身型過敏性反應

(anaphylaxis) 與 類 全 身 型 過 敏 性 反 應

(anaphylactoid reactions)很罕見。 

如同其他 GnRH 作用劑一樣，leuprorelin 
acetate 在治療的第一週，會使 testosterone、
dihydrotestosterone 及酸性磷酸酶的血清濃度

短暫上升，此現象稱為 flare-up phenomenon。
此時病人的症狀可能會惡化或出現新的症狀，

包括骨痛、神經病變、血尿、輸尿管或膀胱

出口阻塞。應考慮在開始治療的前三天到治

療的最初 2 到 3 週，另外投與適當的抗雄性

激素藥品，並密切觀察是否出現上述症狀，

給予適當的處置。通常繼續治療後，這些症

狀便會消失。若是無法耐受此副作用的病人，

建議改用 GnRH 拮抗劑 degarelix (本院未引

進)，可以直接作用在受體上避免治療初期

testosterone 的上升。 

抗雄性激素的治療會明顯增加因骨質疏

鬆而發生骨折的風險。經過 22 個月藥理雄性

激素去除治療後，觀察到有 5%的病人因骨質

疏鬆而發生骨折；治療 5 至 10 年後，有 4%
的病人發生。其他的危險因子包含：年紀大、

吸菸、酗酒、併用其他可能降低骨質密度的

藥品 (如：類固醇或抗癲癇藥)及有家族病

史5。 

其他可能的不良反應包含延長QT間期、

增加心血管疾病(心肌梗塞、心臟猝死和中風)
的風險、腦下垂體中風和脊椎壓迫等。 

十一、同類藥品比較 
2018 年發表的一篇統合分析表示，目前

沒有證據顯示有任一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作

用劑在療效或安全性上優於其他藥品10。 

本院有的品項有goserelin (Zoladex®)、
leuprorelin (Leuplin® Depot 1M 、 Leuplin® 
Depot 3M、Eligard®)。與本院其他藥品比較表，

如表一。 

上述藥品中，Eligard®擁有的適應症最少。

除 了 前 列 腺癌 之 外 ， Leuplin® Depot 和
Zoladex®亦被核准用於子宮內膜異位、子宮肌

瘤、中樞性性早熟症、停經前乳癌或人工協

助生殖等適應症。Eligard®須冷藏儲存，其他

藥品僅需在室溫下保存即可，若病人要攜回

相對方便。 

另外，Eligard®和Leuplin® Depot 3M的平

均健保藥費是所有藥品中最低的。在一篇研

究中分析義大利市場上 5 種每三個月注射一

次的 GnRH 作用劑，結果顯示 leuprorelin 
22.5mg以國民健保的觀點來看是最具有成本

效益的11。 

十二、結語 
Eligard® 使 用 新 型 的 給 藥 傳 遞 系 統

Atrigel®，皮下注射後可以在體內緩慢持續釋

放leuprorelin，將多數病人體內testosterone濃
度維持在去勢濃度以下，每三個月施打一次

能增加病人就醫的便利性。為前列腺癌的治

療提供另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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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同類藥品之比較資料 
 

藥名(學名) Leuprorelin 
 

Goserelin 

商品名 Eligard® Leuplin® Depot Leuplin® Depot Zoladex® 

含量/劑型 Powder for Inj 22.5 
mg and Solvent in 
two separate 
pre-filled syringes  

Powder for Inj 11.25 
mg and Solvent 1 
mL in 
dual-chambered 
prefilled syringe  

Powder for Inj 3.75 
mg and Solvent 1 
mL in dual-chamber 
prefilled syringe  

Depot for Inj 3.6 mg 
in pre-filled syringe  

藥理分類 Gn-RH analogue 
 

作用機轉 合成的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作用劑(GnRH)，持續地投與會抑制腦下垂體分泌促性

腺激素，抑制男性睪丸類固醇的生成。初次投藥後不久，便可觀察到暫時性腦下

垂體-性腺系統刺激作用(急性作用)，可抑制腦下垂體釋放出促性腺激素，導致降

低 testosterone 的生成作用(慢性作用)。 
 

適應症 
 

用於晚期前列腺癌

紓解治療，以及與放

射治療併用於高風

險的局部和局部晚

期荷爾蒙依賴型前

列腺癌治療。 

前 列 腺 癌 紓解 治

療、子宮內膜異位

症、因子宮肌瘤引起

之經血過多及貧血

而預進行手術切除

者、停經前乳癌，作

為術後輔助療法、中

樞性性早熟的治療。 
 

前 列 腺 癌 紓解 治

療、子宮內膜異位、

中樞性性早熟症、因

子宮肌瘤引起之經

血過多及貧血而預

計 進 行 手 術切 除

者、停經前乳癌。 

嚴重攝護腺癌之輔

助治療，停經前或更

年期婦女之乳癌治

療，子宮內膜異位之

治療，手術前薄化子

宮內膜及縮小子宮

肌瘤、人工協助生

殖。 

用法 每 3 個月皮下注射

一次 
每 12 週皮下注射一

次 
每 4 週皮下注射一

次 
每 4 週皮下一次 

療程藥費(NT$) 9,724/三個月 9724/三個月 4157/一個月 3914/一個月 

儲存方式 2-8℃ <25℃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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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Oxycodone(OxyNorm IR®、

OxyContin CR®)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林婉慶藥師 

一、前言 
疼痛不僅造成癌症病人生理的不適，亦

會影響心理狀態。因癌症而引起的疼痛的盛

行率超過 70% 1，另有系統性文獻回顧的研究

發現，不論是已治療完成或是治療中，甚至

癌症後期或已轉移的病人疼痛的盛行率為

39.3%至 66.4%，更有高達 38.4%的病人的疼

痛是達到中度至重度的疼痛2。臨床指引建議，

癌症疼痛可以使用強效類鴉片止痛劑治療；

但在歐洲的一篇研究中發現，癌症相關的疼

痛，有 56%-82.3%的病人未被適當的治療3。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建議治療癌症相關疼痛

的藥品有：morphine、methadone以及fentanyl 
貼片4，對於其他強效類鴉片止痛劑，雖未列

於清單中，但在臨床治療指引可做為替代的

選擇。本文將針對本院新進的強效鴉片類止

痛劑Oxycodone (OxyNorm IR®、OxyContin 
CR®) 進行介紹。 

二、成份 
藥品為口服劑型，內含oxycodone HCL 

5mg/cap、10mg/tab、20mg/tab三種劑量。5mg
膠囊為速效膠囊，商品名為OxyNorm IR®，中

文藥名為奧諾美 5 毫克速效膠囊；10mg 及
20mg 為緩釋膜衣錠，商品名為OxyContin 
CR®，中文藥名為疼始康定 10 毫克、20 毫克

持續藥效錠。 

三、治療用途 
 (1)需要長期疼痛控制之中重度癌症疼

痛病患。(2)需要長期疼痛控制之慢性中重度

非癌症疼痛病患，且曾經接受過類鴉片藥物

而無法 有效控制疼痛者5, 6, 7。 

四、作用機轉 
Oxycodone 為一半合成之鴉片類止痛藥，

主要為 μ(mu)受體促進劑，在較高劑量下也可

和其他類鴉片受體結合(如 κ 受體)。其作用強

度約為 Morphine 的 1.5 倍(表一)，適用於治療

中重度癌症疼痛病人。 

五、藥物動力學5, 6, 7, 8, 9 

1.吸收： 

經口服後生體可用率較高可達 60-87%，

因其首渡代謝效應(First pass effect)較低，且

吸收不受食物影響。 

2.分布與代謝： 

經靜脈注射後穩定狀態分布體積(Vss)
為 2.6L/kg。與血漿蛋白結合率為 45%，可

分布於大腦、腸道、肝、肺、骨骼肌和脾臟。 

Oxycodone 主要是經由 CYP3A4 的 N-
去甲基化作用轉換為 noroxycodone，而少部

分會經由 CYP2D6 的 O-去甲基化作用轉換

為 oxymorphone。Noroxycodone 為止痛效果

較弱的活性代謝物，但可更進一步代謝形成

noroxymorphone，noroxymorphone 也是一種

活性代謝物，血中濃度高，但無法通過血腦

障壁。oxymorphone 也具有止痛活性，但提

供的鎮痛效果很小且血漿內的濃度甚低，在

臨床上效果並不顯著，oxymorphone 會進一

步代謝成 noroxymorphone。(圖一) 

2.排除： 

代謝後產物經由尿液排出。緩釋劑型排

除半衰期 (t½ )為 4.5 小時，而速效劑型則

為 3.2 小時。 

六、劑量、用法及保存方式5, 6, 7, 8, 9 
1.劑量、用法 

5mg速效膠囊： 

一般初始劑量為每 6 小時一次，每次

5mg。劑量調整至可有效止痛，但不得讓不

良反應達到無法耐受之程度。每日劑量不超

過 400mg。 

10mg、20mg緩釋膜衣錠： 

(1)以疼始康錠作為第一種類鴉片止痛藥：初   
始治療應為以每 12 小時一次、每次一顆

1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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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類鴉片藥物不耐受病患使用疼始康錠註：起

始劑量應為每 12 小時口服 10 mg疼始康

定。 

(3)由其他口服可待因酮配方改用疼始康錠：

每 12 小時一次、每次二分之一當前口服可

待因酮總劑量。 

(4)從其他類鴉片藥物改用疼始康錠：應停用

其他所有全日藥效的類鴉片藥物，改用疼

始康錠每 12 小時一次、每次一顆 10mg。 

(5)從經皮吩坦尼改用疼始康錠：取下吩坦尼

經皮貼片後，應先等待 18 小時，再開始使

用。fentanyl經皮貼片以25 mcg/hr為單位，

每單位相當於每 12 小時大約 10 mg。 

須密切監測病患是否發生呼吸抑制現象，

並應於初次使用 oxycodone 後的最初 24-72
小時內特別注意。 

註：經認定為可耐受類鴉片藥物的病人係

指，到目前為止，已在一週以上的時

間內接受每天 60 mg 口服嗎啡、每小

時 25 mcg 經皮吩坦尼 (fentanyl)、每天

30 mg 口服可待因酮(Oxycodone)、每

天 8 mg 口 服 氫 嗎 啡 酮 
(hydromorphone)、每天 25 mg 口服氧

化嗎啡酮 (oxymorphone)，或是另一種

具有同等止痛效果的類鴉片藥物。 

1.肝腎功能不全 

腎 功 能 不 全 ( 肌 酸 酐 清 除率 ＜ 60 
mL/min) oxycodone 的血漿濃度約高出 50%，

開始使用時應以臨床徵狀為基準保守地使

用。 

對肝功能不全的病人使用，應以初始劑

量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開始使用。 

2.用法 

應整顆吞服並配以足量的開水，藥錠或

膠囊放入口中之前，請勿以浸泡、舔舐或任

何方式將藥錠弄濕，於藥錠放入口中後，應

立即整顆吞下。oxycodone 不得敲碎、溶解

或咀嚼，會使 oxycodone 迅速釋出和吸收，

使其濃度達到致命程度。 

3.保存方式 

請勿保存於超過 30℃的環境。 

七、懷孕與授乳5, 6, 7, 8, 9 

人體試驗尚未證實對胎兒有危險性，但

動物試驗證實對胎兒有害；此類藥品於孕婦

的治療效益大於對胎兒的危險時才使用。孕

婦若長期使用 oxycodone 將使新生兒出現戒

斷症狀，若未及時發現或治療可能會威脅生

命。類鴉片藥物可穿透胎盤，並可能對新生

幼體造成呼吸抑制作用。因此，處於週產期

的女性不得使用 oxycodone，而應使用短效止

痛劑或其他止痛方法。先前曾於母乳中測得

Oxycodone。請向病人說明，不得於授乳期間

使用 oxycodone，否則將可能對嬰兒造成鎮靜

或呼吸抑制作用。若使用類鴉片藥物的授乳

女性停用該藥物或停止授乳，將導致嬰兒發

生戒斷徵象。 

八、臨床治療地位 

根據ESMO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癌症疼痛臨床指引，

控制癌症相關中至重度疼痛的建議藥品，為

強效的類鴉片止痛劑，而此類藥品的選擇並

沒有優劣；但仍建議首選用藥為口服的

morphine10。當病人疼痛無法有效被控制或有

無法耐受之副作用時，應轉換投與路徑或選

擇其他強效的鴉片類止痛劑10。 
約有 6%的病人因無法耐受morphine的副

作用而停止使用11。雖然目前並沒有大型較有

證據力的臨床試驗證明轉換強效的類鴉片止

痛劑的治療是有效果的，但ESMO癌症疼痛臨

床指引10及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疼痛處理指

引建議，在進行類鴉片類止痛藥的轉換時，

藥品的選擇主要還是依照醫師的經驗，以及

病人狀況等其他因素做為考量12。選擇的類鴉

片止痛藥在經過劑量的換算後，建議減少 25
％~50％的劑量開始使用，尤其是年長或是虛

弱的病人建議降低 50％的劑量。 

九、臨床研究 

在 2016年考科藍的一篇統合性分析的文

獻中，比較morphine與其他強效的鴉片類止痛

劑(包含oxycodone)的疼痛緩解率與副作用發

生 率 的 研 究 13 。 緩 釋 劑 型 morphine 與

oxycodone的研究，共收錄 6 篇隨機分派研究

收納了 346 位病人，結果顯示，當兩種藥品

合適的予以劑量調整，在治療效果上都可達

到好的疼痛控制。速效劑型 morphine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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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codone的研究，只有 1 篇收納了 20 位病

人，是一個交叉治療的研究，病人經自控式

止痛劑緩解疼痛後，再隨機分派至morphine
或oxycodone組(皆為靜脈注射)，經 48 小時候

交換治療藥品，結果在 20 人中，有 5 人較偏

好morphine的治療， 5 人較偏好oxycodone的
治療，其餘的 10 人則無特別的偏好，然而再

在疼痛控制分數上(VASPI)兩組無統計學上

的差異。 

十、藥物安全性5, 6, 7, 8, 9 

Oxycodone 為類鴉片受體促進劑，且屬於

第二級管制藥品，有讓使用者成癮、濫用及

不當使用的風險，特別是病人或其家族具有

物質濫用(包括藥物、酒精濫用或成癮)或精神

疾病病史(例如：重鬱症)時，類鴉片藥物濫用

的風險較高。 
Oxycodone 直接作用於腦幹呼吸中樞，而

有呼吸抑制的作用。通常在開始治療或提升

劑量時，可能發生嚴重、威脅生命或致命的

呼吸抑制作用。若併用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

(例如：鎮靜劑、抗焦慮劑、安眠藥、抗精神

分裂病藥物與其他類鴉片藥物)，可能引發低

血壓、過度鎮靜、昏迷或呼吸抑制。已具有

呼吸抑制狀況的病人(例如：嚴重慢性阻塞性

肺病或肺心症)，可能導致呼吸驅動力降低而

造成呼吸暫停現象。 
Oxycodone 可能會導致奧迪氏括約肌 

(sphincter of Oddi) 痙攣，故不得用於腸胃道

阻塞病患(包括麻痺性腸阻塞)。本藥品亦可能

引發嚴重低血壓，其中包括具行動力病人可

能發生的姿勢性低血壓與昏厥。本藥主要經

肝臟酵素 CYP3A4 代謝，若併服對 CYP3A4
活性造成影響的藥物，可能影響 oxycodone
的清除率，進而導致其血漿濃度出現變化。 

十一、同類藥品比較 
本院有的品項有Morphine (Morphine®、

MXL®)、Fentanyl (Durogesic D-Trans TTS 12 
mcg/hr®、Fentanyl Transdermal Patch 50mcg/hr 
PPCD®) 、 Buprenorphine(TEMGESIC®) 、

Hydromprphone (Jurnista OROS®)與本院其他

藥品比較表，如表二。 

十二、結語 
治療中度至重度的癌症疼痛，除了有不

同種類藥品的選擇，更有不同劑型(速效或長

效緩釋劑型)的選擇，提供臨床醫師在面對控

制癌症病人疼痛的議題有更多的使用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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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強效類鴉片類止痛劑建議劑量轉換表 
 
藥品 口服劑量 針劑劑量 與口服 morphine 轉換比 嗎啡的相等止痛劑量  

Morphine sulfate 30mg morphine 10mg morphine Parenteral morphine is 3 times as 
potent as oral morphine 

30mg Oral morphine 

Oxycodone 20mg oxycodone NA Oral Oxycodone is roughly 1.5 
times more potent than oral morphine 

30mg Oral morphine 

Hydrocodone NA*(20mg 
hydrocodone) 

NA Oral hydrocodone is roughly 1.5 
times more potent than oral morphine 

30mg Oral morphine 

Hydromorphone 7mg  
hydromorphone 

NA*(1.5mg 
hydromorphone) 

Oral hydromorphone is about 4-7 
times as potent as oral morphine 
Parenteral hydromorphone is 20 
times as potent as oral morphine 

30mg Oral morphine 

Fentanyl NA 15 mcg/hr Transdermal fentanyl is approximately 
80 times as potent as morphine 
(This is based on studies converting 
from Morphine to fentanyl. Currently, 
there are no empirical studies 
converting fentanyl to morphine). 

30mg Oral morphine 

Meperidine 
Meperidine is not a 
recommended drug 
in a palliative care 
setting and is to 
be avoided. 
If a patient with 
chronic pain is on 
meperidine, convert 
patient to an 
equianalgesic dose of 
one of the other 
opioids listed in this 
table. 

NA*(300mg  
Meperidine) 

75mg meperidine Oral Morphine is about 10 times more 
potent than oral meperidine and about 
twice more potent as parenteral 
meperidine (mg for mg) 

30mg Oral morphine 
  

NA*非本院的品項 
Ref. https://palliative.stanford.edu/opioid-conversion/equivalency-table/ 
 
 
 

 
 
圖一 Oxycodone 代謝途徑與產物 
  

主要代謝途徑 

-17-

https://palliative.stanford.edu/opioid-conversion/equivalency-table/


國泰藥訊 10607 (57) 
 

 
 

表二同類藥品比較表 
學名 Oxycodone Morphine Fentanyl Buprenorphine Hydromorphone 
商品名 1. 奧諾美 5 毫克速效

膠囊/OxyNorm IR Cap 
5mg 
2. 疼始康定 10 毫克持

續藥效錠/OxyContin 
CR Tab. 10mg 
3. 疼始康定 20 毫克持

續藥效錠/OxyContin 
CR Tab. 20mg 

1. Morphine 15 mg 
硫酸嗎啡錠 15 毫克 
2.MXL. 
默痛舒持續性藥效膠

囊 60mg 

1. Durogesic D-Trans 
TTS 12 mcg/hr 
楊森多瑞喜穿皮貼

片劑 12 微公克/小
時 

2. Fentanyl Transdermal 
Patch 50mcg/hr 
PPCD 吩坦尼穿皮貼

片劑 50 微公克/小時 

TEMGESIC 0.2MG 
丁基原啡因舌下錠 0.2
公絲 

Jurnista OROS 8mg 
釋通緩釋錠 8mg 

劑量/ 
劑型 

1. Immediate Release 
Capsules 5mg 

2. Controlled-Release 
Tablets 10mg 

3. Controlled-Release 
Tablets 20mg 

1. Tab 15mg 
2. Prolonged-release 

Cap 60 mg 

1.Patch 12 mcg/hr 
2.Patch 50 mcg/hr 

Sublingual Tab 0.2 mg Prolonged-release Tab 8 
mg 

機轉 Full μ-opioid receptor 
agonist and shows 
effect at κ-opioid 
receptor. 

μ-opioid receptor 
agonist 

μ-opioid receptor 
agonist 

partial μ-opioid receptor 
agonist and κ-opioid 
receptor antagonist 

μ-opioid receptor  
agonist and weak 
δ-opioid receptor 
agonist 

適應症 1.需要長期疼痛控制之

中重度癌症疼痛病患。 
2.需要長期疼痛控制之

慢性中重度非癌症疼

痛病患，且曾經接受過

類鴉片藥物而無法有

效控制疼痛者。 

Morphine 15mg 
重度疼痛之緩解 
MXL 
緩解嚴重及頑固性疼

痛。說明：用於緩解需

要使用類鴉片(Opioid 
Analgesics)重複劑量超

過數天以上之中度至

至重度嚴重疼痛患者 

需要使用類鴉片製劑

控制的慢性疼痛和頑

固性疼痛 

中、重度疼痛 癌症末期病患之嚴重

疼痛，病患已使用口服

morphine，且劑量已達

穩定(不再變動)至少二

周，而有更換其他鴉片

類藥物止痛的需求者 

用法 1. OxyNorm： 
Initial: 5 to 15 mg 

Q4-6H as needed 
2. OxyContin： 
初始治療應為 10mg 

Q12H 的方式使用 
3. 無天花板效應，視止

痛需求調整 

一般 Morphine 錠劑口

服 5-30mg 每 4 小時一

次，視疼痛情況可 PRN
使用。MXL 60mg 建議

一天使用一次，服用的

劑量視疼痛嚴重度、患

者年齡與先前病歷對

止痛劑需求量而定。 

12-100 mcg/hr 
三天一次 

0.2-0.4 mg，8 小時一次 8mg，24 小時一次 

劑量 
調整 

1. Renal impairment 
(CrCl < 60 mL/min)：
Initiate therapy and 
adjust doses 
conservatively. 
2. Hepatic 
impairment：Initiate 
therapy with 1/3-1/2 of 
the usual starting dose. 
※If a dose less than 9 
mg is necessary, use an 
alternative analgesic. 

Renal impairment and 
hepatic impairment：
Start with lower initial 
doses and titrate slowly. 

1. Renal impairment: 
eGFR 10-50 mL/min, 
75% of the normal 
dose；eGFR < 10 
mL/min, 50% of the 
dose；ESRD, Avoid use 
2. Hepatic impairment, 
mild to moderate: 50% 
of the  usual starting 
dose；severe: Avoid use 

Hepatic impairment, 
severe：Reduce initial 
and incremental dose 
during titration by 
one-half 

中度肝或腎功能不全

的病人應降低起始劑

量，並在調整劑量時密

切監測。嚴重腎功能不

全的病患也應考慮延

長給藥間隔。 

交互 
作用 

中樞神經抑制劑 
CYP3A4 抑制劑 

中樞神經抑制劑 
 

中樞神經抑制劑 
CYP3A4 抑制劑 

中樞神經抑制劑 
CYP3A4 抑制劑 

中樞神經抑制劑 

懷孕/ 
哺乳 

C 
可穿透胎盤，且曾於母

乳中測得，因此懷孕及

哺乳婦女都不建議使

用。 

C 
可穿透胎盤，且曾於母

乳中測得，因此懷孕及

哺乳婦女都不建議使

用。 

C 
會穿過胎盤及分泌至

人類乳汁中，因此懷孕

及哺乳婦女都不建議

使用 

C 
家鼠實驗顯示會由乳

汁中排出，因此哺乳婦

女都不建議使用 

C 
會穿過胎盤及分泌至

人類乳汁中，因此懷孕

及哺乳婦女都不建議

使用 
健保 
藥價 

1.OxyNorm 5mg：NT 
14.5/cap 
2.OxyContin 10mg： 
3.OxyContin 20mg：NT 
76/Tab 

1. Morphine 15 mg：NT 
3.3/tab 
2.MXL.60mg： 

1. 12 mcg/hr: 188/patch 
2. 50 mcg/hr:4 70/patch 

NT 21.8/Tab NT 135/Tab 

備註    置於舌下溶解，不可咀

嚼和吞服 
不可咬碎、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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