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一○六年一月十五日出刊

第五十五期

國泰藥訊
發行人：李發焜

總編輯：黃婉翠 主編：高啟蘭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一日創刊

本期要目
1.行政院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相關公告資訊(105 年 10-12 月)
-

公告含 nifedipine 成分之藥品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公告含非類固醇抗發炎成分（NSAIDs）（除 aspirin）全身性投予（口服、
注射、栓劑）劑型處方藥品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直接作用型抗 C 型肝炎病毒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

Fulvestrant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公告「含雙磷酸鹽類成分藥品之藥品風險管理計畫書」相關事宜
公告含皮質類固醇類注射劑藥品之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公告含 mycophenolate 成分藥品之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廢止「Rosiglitazone 成分藥品之風險評估暨管控計畫書」相關事宜，並自
即日起生效

2. 國泰綜合醫院 ADR 通報案例( 105 年 10-12 月)
3. 本院新藥介紹
-

Anidulafungin(Eraxis® )

-

Lacosamide (Vimpat ® )

國泰藥訊 10601 (55)

行政院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相關公告資訊 (105 年 10-12 月)
公告日期

標題

20161004 公告含 nifedipine 成分之藥品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公告含非類固醇抗發炎成分（NSAIDs）
（除 aspirin）全身性投予（口服、注射、、
20161012
栓劑）劑型處方藥品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20161028 直接作用型抗 C 型肝炎病毒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61102 Fulvestrant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61107 公 告 「 含 雙 磷 酸 鹽類 成 分 藥 品 之藥 品 風 險管 理 計 畫 書 」 相 關事 宜
20161123 公告 含 皮 質 類 固 醇 類注 射 劑 藥 品 之中 文 仿單 修 訂 相 關 事 宜
20161223 公告含 mycophenolate 成分藥品之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廢止「Rosiglitazone 成分藥品之風險評估暨管控計畫書」相關事宜，並自即日
20161230
起生效

公告含 nifedipine 成分之藥品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摘要： 含 nifedipine 成分之藥品，經本部彙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及臨床相關文獻報告進
行整體性評估，其評估結果如下：
(一)含 nifedipine 成分之速效劑型藥品之中文仿單應依下列內容修訂:
1.「禁忌症」欄位統一修訂為:
(1)本藥不可用於已知對於 nifedipine 或其所含任何賦形劑過敏的病患。
(2)本藥不可用於心因性休克(cardiogenic shock)的病患。
(3)本藥不可與 rifampicin 併用，因酵素的誘導作用可能會使 nifedipine
無法達到有效的血中濃度。
2.於「警語與注意事項」加刊:
(1)Nifedipine 對於懷孕與哺乳婦女，惟有當醫師經過謹慎評估個別風險
效益後，且臨床上無其他藥物可治療或是其他藥物治療無效，才可考
慮使用本品。
(2)研究結果顯示在極少數情況下，具有嚴重阻塞性冠狀動脈疾病者服用
含 nifedipine 成分之速效劑型藥品可能會導致心絞痛的發作頻率次數
增多、嚴重程度增加或延長發作時間，甚至發生急性心肌梗塞，其作
用機轉尚不明確。含 nifedipine 成分之速效劑型藥品不建議用於嚴重
主動脈瓣閉鎖不全(clinically significant aortic regurgitation)、不穩定心
絞痛(unstable angina)及急性心肌梗塞發病後 4 週內(during or within 4
weeks of acute myocardial infraction)的病患。
(二)含 nifedipine 成分之緩釋劑型藥品之中文仿單「禁忌症」欄位統一修訂為:
1.本藥不可用於已知對於 nifedipine 或其所含任何賦形劑過敏的病患。
2.本藥不可用於心因性休克(cardiogenic shock)的病患。
3.本藥不可與 rifampicin 併用，因酵素的誘導作用可能會使 nifedipine 無
法達到有效的血中濃度。
(三)含 nifedipine 成分之緩釋劑型藥品，倘其外殼如無法於體內被分解，應於「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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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與注意事項」加刊:本品之外殼並不會在體內被分解，所以可能會在病
人的糞便中看到完整外殼，正因如此該品可能會引起腸胃道阻塞症狀。在
單一案例中，之前無腸胃道疾病病史的患者亦發生過腸胃道阻塞症狀，故
本品不適用於下列腸胃道疾病之病患如:
1. 有 Kock 憩室(直腸與結腸切除後的迴腸造口術)(Kock pouch(ileostomy
after proctocolectomy))病患。
2. 有腸胃道阻塞、食道阻塞或腸胃道管腔直徑縮短病史的病患(History of
gastrointestinal (GI) obstruction, esophageal obstruction, or any decreased
lumen diameter of the GI tract) 。
3. 發炎性腸道疾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的病患。
4. Crohn's disease 的病患。

公告含非類固醇抗發炎成分（NSAIDs）
（除 aspirin）全身性投予（口服、注射、
栓劑）劑型處方藥品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摘要： 有關含非類固醇抗發炎成分（NSAIDs）（除 aspirin）全身性投予（口服、注射、
栓劑）劑型處方藥品之心血管風險，經本部彙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及臨床相關文
獻報告進行整體性評估，其中文仿單修訂內容如下：
(一) 有關含 diclofenac 成分全身性投予（口服、注射、栓劑）劑型處方藥品，其

中文仿單修訂內容，(加框刊載於仿單起始處) 心血管栓塞事件：
1. NSAIDs 藥品會增加發生嚴重心血管栓塞事件之風險，包括心肌梗塞 和
中風，且可能為致命的。此風險可能發生在使用該類藥品的初期， 且使
用藥品的時間越長，風險越大。
2. 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 之後 14
天內禁用本藥。
(二) 有關含 ibuprofen 成分全身性投予（口服、注射、栓劑）劑型處方藥品，其
中文仿單修訂內容，
1. (加框刊載於仿單起始處) 心血管栓塞事件：
(1)NSAIDs 藥品會增加發生嚴重心血管栓塞事件之風險，包括心肌梗塞
和 中風，且可能為致命的。此風險可能發生在使用該類藥品的初期，
且 使用藥品的時間越長，風險越大。
(2)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 之後 14
天內禁用本藥。
2. 【用法用量】加刊：每日最大劑量不建議大於 2400 mg。
(三) 除前項藥品外，其他含非類固醇抗發炎成分（NSAIDs）（除 aspirin）全身
性投予（口服、注射、栓劑）劑型處方藥品，其中文仿單修訂內容
(加框刊載於仿單起始處) 心血管栓塞事件：
1. NSAIDs 藥品會增加發生嚴重心血管栓塞事件之風險，包括心肌梗塞和
中 風，且可能為致命的。此風險可能發生在使用該類藥品的初期，且使
用 藥品的時間越長，風險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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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 之後 14
天 內禁用本藥。

直接作用型抗 C 型肝炎病毒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美國 FDA 回顧不良反應通報資料及文獻，發現 24 例合併感染 B 型肝炎及 C
型肝炎患者，使用 DAA 類藥品治療 C 型肝炎（未併用干擾素）而發生 B 型
肝炎病毒再活化，部分案例因而死亡或須接受肝臟移植。
(二 )B型肝炎病毒再活化通常發生自開始使用DAA類藥品治療起第4至8週，目前
機轉仍不明。

Fulvestrant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醫學文獻及上市後通報案例發現，含 fulvestrant 成分藥品因 fulvestrant 結構與
雌二醇（estradiol）相似，可能干擾免疫分析（immunoassay）所測得之雌二
醇（estradiol）濃度值較實際濃度高，導致誤判病人之停經狀態，而進行非
必要的手術或內分泌治療的調整。
(二 )加拿大仿單已新增警語以反映此安全訊息。

公告「含雙磷酸鹽類成分藥品之藥品風險管理計畫書」相關事宜
摘要：

含 雙 磷 酸 鹽 類 成 分藥 品 已 知 具 有可 能 引 起顎 骨 壞 死 及 非 典 型股 骨 骨 折 等
嚴 重 不 良 反 應 之 風險 ， 雖 該 等 風險 已 於 藥品 中 文 仿 單 刊 載 ，惟 近 年 類 似
案 例 陸 續 發 生 ， 為確 保 病 人 用 藥安 全 ， 經本 部 彙 整 國 內 外 相關 資 料 進 行
整 體 性 評 估 ， 決 定該 類 成 分 藥 品應 執 行 「含 雙 磷 酸 鹽 類 成 分藥 品 之 藥 品
風 險 管 理 計 畫 書 」，其 內 容 包 含「 病 人 用藥 安 全 指 引 」。

公告含皮質類固醇類注射劑藥品之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摘要： 含 皮 質 類 固 醇 成 分之 注 射 劑 藥 品， 經 本 部彙 集 國 內 、 外 相 關資 料 及 臨 床
相 關 文 獻 報 告 進 行整 體 性 評 估 ，評 估 結 果認 為 其 中 文 仿 單 修訂 如 下 ：
(一 )所 有含 皮 質 類 固 醇成 分 之 注 射劑 藥 品於「 警 語 及 注 意 事項 」加 刊 :「 曾
有 文 獻 報 導 於 硬 脊膜 外 注 射 (epidural administration)給 予 皮 質 類 固
醇 後 發 生 罕 見 但 嚴重 的 神 經 系 統不 良 反 應， 包 括 視 力 喪 失 、中 風 、
癱 瘓 、 死 亡 等 ， 多數 個 案 發 生 於懸 浮 或 緩釋 劑 型 之 皮 質 類 固醇 類 注
射 劑 成 分 藥 品 」。
(二)含 有 防 腐劑 之 皮 質 類 固醇 類 藥 品 於「警 語 與 注 意 事 項 」另 加刊 :「 本
產 品 含 有 防 腐 劑 成分 ， 不 應 以 椎管 內 (intracanal)或 硬 脊 膜 外
(epidural)注 射 給 藥 」。

公告含 mycophenolate 成分藥品之中文仿單修訂相關事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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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含 mycophenolate 成分藥品，經本部彙整國內、外相關資料及臨床相關文獻進行
整體性評估，其評估結果如下:
(一)於仿單之起首加刊黑框警語:「由於含 mycophenolate 成分藥品具有胚胎毒性
(embryofetal toxicity)，因此懷
孕期間使用該類成分藥品恐會增加早期流產(first trimester pregnancy loss) 及
先天性異常(congenital malformations)的風險。具有生育能力的婦女在開始治
療之前必須接受有關避孕和懷孕計畫的諮詢」。
(二)「禁忌症」加刊:「除非於無適當替代藥品可選擇的情況下，否則含
mycophenolate 成分藥品禁止使用於未使用高度有效避孕方法的育齡女性、懷
孕女性及哺乳女性」。

公告廢止「Rosiglitazone 成分藥品之風險評估暨管控計畫書」相關事宜，並
自即日起生效
摘要:

含 Rosiglitazone 成分藥品，經本部彙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及臨床相關文獻報告進
行整體性評估，評估結果為：依最新研究，未顯示該成分藥品有增加心血管風險，
故廢止「Rosiglitazone 成分藥品之風險評估暨管控計畫書」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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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 105 年 10-12 月 ADR 通報案例
通報
日期
10/5

Amiodarone

10/6

Ioversol(350)

Anaphylactic
reaction

10/7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10/11

Rifampicin/
Isoniazid/
Pyzazinamide
Ethambutol
Rifampicin
Pyzazinamide

Dermatomucosal 10/7
toxicity
Skin rash

門診 院內

Hepatotoxicity

10/12
T.bil=11.6
GOT=135，GPT=16
Dermatomucosal 10/14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肺結核
個管師

門診 院內

護理人員
婦癌
個管師
婦癌
個管師
肺結核
個管師

10/13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種類
Other

症狀或檢驗值
10/3
Hypothyroidism
10/6
Itchy skin rashes，throat & nasal
congestion
9/26
WBC=2550，Seg=14.6

來源

藥品
來源

急診 院內

藥師

門院 院內

醫師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肺結核
個管師

10/14

Lamotrigine

10/14

Cisplatin
Topotecan

Blood dyscrasia

10/14
WBC=1240，Seg=23.0

門診 院內

10/14

Epirubicin
Ifosfamide

Blood dyscrasia

10/14
WBC=1020，Seg=31.4

門診 院內

10/17

Rifampicin/
Isoniazid/
Pyzazinamide
Ethambutol
Triprolidine /
Pseudoephedrine

Hepatotoxicity

10/17
GOT=1165，GPT=604

住院 院內

Neurotoxicity

10/20
情緒不佳

門診 院內

Rifampicin/
Isoniazid/
Pyzazinamide
Ethambutol
Gadoteric acid

Hepatotoxicity
10/17
門診 院內
Dermatomucosal GOT=69，GPT=73
toxicity
10/24
Itchy skin
Anaphylactic
10/25
門診 院內
reaction
嚴重過敏，全身麻，癢，盜汗，
漸嗜睡
Blood dyscrasia 10/14
門診 院內
WBC=1910，Seg=51.1

10/20
10/24

10/25

通報職別

醫師
肺結核
個管師

護理人員

藥師

10/26

Mitomycin
Fluorouracil

10/27

Rifampicin/
Isoniazid/
Pyzazinamide
Digoxin

Hepatotoxicity

10/24
GOT=90，GPT=126

住院 院內

肺結核
個管師

Cardiotoxicity

急診 院內

藥師

10/28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10/27
Digoxin=2.7 ng/mL，
HR= 46 下/min
10/28
WBC=1570，Seg=8.6

門診 院內

10/31

Levofloxacin

Dermatomucosal 10/31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醫師

10/31

Gemcitabine
Cisplatin

Blood dyscrasia

門診 院內

10/27

10/31
WBC=1630，Seg=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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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日期
11/1

Paclitaxel

11/1

Vancomycin

11/1

Piperacillin/
Tazobactam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11/1

Denosumab

Other

11/1

Rifampicin
Isoniazid

Hepatotoxicity

11/2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症狀或檢驗值
種類
Dermatomucosal 9/19
toxicity
Longitudinal melanonychia

藥品
來源
住院 院內
來源

通報職別
藥師

9/14
Drug eruption
10/28
Intertriginous and flexural
exanthema
1/21
Osteonecrosis of jaw bone

住院 院內

藥師

住院 院內

藥師

住院 院內

藥師

10/25
GPT=84

住院 院內

Ceftriaxone

Dermatomucosal 11/2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肺結核
個管師
藥師

11/2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11/2
WBC=2240，Seg=13.3

門診 院內

11/3

Epirubicin
Ifosfamide

Blood dyscrasia

11/3
WBC=1020，Seg=2.2

門診 院內

11/4

Blood dyscrasia

11/4
WBC=1200，Seg=23.0

門診 院內

11/5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evacizumab
Pertuzumab

Dermatomucosal 11/4
toxicity
Facial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11/7

Dasatinib

Hepatotoxicity

門診 院內

藥師

11/9

Cefotaxime

Dermatomucosal 11/8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11/11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1/11
WBC=1020，Seg=12.6

門診 院內

11/14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1/14
WBC=530，Seg=7.6

門診 院內

11/18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11/18
WBC=1610，Seg=23.0

門診 院內

11/18

Mefenamic acid

Dermatomucosal 11/18
toxicity
Maculopapular eruption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乳癌
個管師
婦癌
個管師
醫師

11/18

Cisplatin

Nephrotoxicity

8/19
Scr=2.09

住診 院內

藥師

11/21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1/21
WBC=770，Seg=40.0

門診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11/22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11/21
WBC=1950，Seg=21.0

門診 院內

11/22

Erlotinib

住院 院內

11/22

Rifampicin/
Isoniazid/
Pyzazinamide
Carboplatin
Paclitaxel

Dermatomucosal 11/17
toxicity
Multiple erythematous blanchable
plaques and papules
Hepatotoxicity
11/18
GOT=167，GPT=419

婦癌
個管師
藥師

門診 院內

肺結核
個管師

Blood dyscrasia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11/22

6/29
GOT=110，GPT=166

11/22
WBC=1950，Seg=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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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日期
11/25

Levofloxacin

11/25

Pravastatin

11/25

Pitavastatin

11/28

Rivaroxaban

11/29

Tenofovir／
Emtricitabine／
Efavirenz
Carboplatin
Paclitaxel

12/2

Bevacizumab
Carboplatin
Paclitaxel
Amikacin

12/3

Dihydroergotoxine GI.toxicity

12/6

11/29
12/2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種類
Neurotoxicity

症狀或檢驗值
11/24
Seizure

藥品
來源
住診 院內
來源

通報職別
醫師

住診 院內

醫師

住診 院內

醫師

住院 院內

藥師

Dermatomucosal 11/29
toxicity
Skin rash

門診 院內

醫師

Blood dyscrasia

11/29
WBC=1050，Seg=5.0

門診 院內

Blood dyscrasia

12/2
WBC=3200，Seg=8.5

門診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婦癌
個管師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Others
Dermatomucosal
toxicity
Others
Others

11/25
Itching Reddish Skin rash and
muscle pain
11/25
Itching Reddish Skin rash and
muscle pain
11/24
Hematuria

住院 院內

藥師

12/3
Severe nausea and vomiting

門診 院內

醫師

Rifampicin/
Hepatotoxicity
Isoniazid/
Pyzazinamide
Cyclophosphamide Blood dyscrasia
Epirubicin

12/3
GOT=61，GPT=52

門診 院內

肺結核
個管師

12/5
WBC=1000，Seg=10.0

門診 院內

12/7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12/7
WBC=1760，Seg=6.9

門診 院內

12/7

Docetaxel

Blood dyscrasia

11/21
WBC=2010，Seg=21.2

門診 院內

12/8

Cyclophosphamide Blood dyscrasia
Epirubicin

12/5
WBC=1390，Seg=69.9

門診 院內

12/9

Carboplatin
Gemcitabine

Blood dyscrasia

12/9
WBC=2870，Seg=16.0

門診 院內

12/12

Digoxin

GI.toxicity

12/12
Digoxin level=4.2，Vomiting

住院 院內

乳癌
個管師
婦癌
個管師
乳癌
個管師
乳癌
個管師
婦癌
個管師
藥師

12/12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12/12
WBC=1790，Seg=12.1

門診 院內

12/13

Metoclopramide

Neurotoxicity

12/13
Extramidal syndrome

住院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醫師

12/14

Sulfamethoxazole
/Trimethoprim

Other

12/7
Hyponatremia and Hyperkalemia

住院 院內

藥師

12/15

Levofloxacin

Dermatomucosal 12/15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12/21

Etanercept

Other

12/21
肺結核及腹膜結核

門診 院內

12/23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12/23
WBC=2300，Seg=5.0

門診 院內

肺結核
個管師
婦癌
個管師

12/6

Dermatomucosal 11/19
toxicity
Skin 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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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日期
12/23

藥品名

藥物不良反應
種類
Blood dyscrasia

症狀或檢驗值

藥品
來源
門診 院內
來源

通報職別

Amoxicillin/
Clavulanate
Clindamycin
Piperacillin/
Tazobactam

Dermatomucosal 11/30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藥師

Dermatomucosal 4/20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12/26

Influenza virus
vaccine

Dermatomucosal 11/28
toxicity
Skin rash

門診 院內

護理人員

12/27

Flomoxef

Dermatomucosal 12/7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12/27

Digoxin

Cardiotoxicity

12/12
Digoxin level=2.4

門診 院內

藥師

12/28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12/28
WBC=950，Seg=26.0

門診 院內

12/28

Carboplatin
Paclitaxel

Blood dyscrasia

12/28
WBC=1720，Seg=18.0

門診 院內

12/29

Ciprofloxacin

Dermatomucosal 11/16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婦癌
個管師
婦癌
個管師
藥師

12/29

Oxaliplatin

Dermatomucosal 11/12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12/29

Ceftazidime

Dermatomucosal 12/5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12/29

Oxacillin

Dermatomucosal 4/18
toxicity
Maculopapular drug erupion

住院 院內

藥師

12/30

Amoxicillin/
Clavulanate
levofloxacin
Afatinib

Dermatomucosal 12/29
toxicity
Skin rash

住院 院內

藥師

Dermatomucosal 12/22
toxicity
Nail toxicity

住院 院內

藥師

12/26

12/26

12/30

Ifosfamide
Epirubicin

12/23
WBC=880，Seg=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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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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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Anidulafungin (Eraxis® )
藥劑科 廖于萱/吳庭青 藥師
一、前言
的形成，達到抗菌效果，參圖一3。

念珠菌造成的侵入性感染在醫療照護中
是造成致病或致死的主要原因。雖然念珠菌
的種類有 15 種，但造成致病的菌種，90%為
下列五種：C. albicans, C. glabrata, C. tropicalis,
C. parapsilosis 和 C. krusei。根據美國傳染病

五、藥物動力學
Anidulafungin 口服吸收差，僅能靜脈輸
注給藥，半衰期約 24 小時，每日注射一次即

學會(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IDSA) 2016 年治療指引，無論病人的嗜中性
白血球是否低下，對於念珠菌血症的治療，
echinocandin 類抗黴菌藥皆為推薦的起始治
療 藥 物 1 。 echinocandin 類 抗 黴 菌 藥 包 含

可。90% anidulafungin 經由緩慢、非酵素的
化學降解成非活性產物，低於 10%藥物由糞
便 排 出 ， 低 於 1% 藥 物 自 尿 液 排 出 。
Anidulafungin 不經過肝臟或腎臟代謝，且肝
腎功能不良者不影響其藥動學性質，因此不

caspofungin、micafungin 和 anidulafungin，本
文將針對本院新進的 anidulafungin 進行介
紹。

需要依照肝腎功能調整劑量。Anidulafungin
不受肝臟酵素 CYP450 或 p- glycoprotein 之影
響，鮮少藥物交互作用，目前僅已知與
cyclosporin 具藥物交互作用，機轉未明，併

二、成份

用 cyclosporin 時會使 anidulafungin 血中濃度
上升，但併用時不需調整兩藥之劑量 2。

本藥品為注射劑型，外觀呈白色凍晶，
內含anidulafungin 100 mg，商品名為Eraxis® ，
中文藥名為助黴飛。

六、劑量及用法
Anidulafungin 於治療成人侵襲性念珠菌
感染之建議劑量為第一天投與單次負荷劑量
200 毫克，以後每天 100 毫克。治療期應依病
人的臨床反應決定。一般而言，抗黴菌治療
應在最後一次陽性培養結果後繼續治療至少

三、治療用途
Anidulafungin的衛福部適應症為治療成
人侵襲性念珠菌感染，體外試驗與臨床研究
皆顯示可有效對抗上述的五種念珠菌2。

14 天。肝或腎功能不全、併用其他藥物或其
他特殊族群的患者都不需要調整劑量 2。

四、作用機轉

配製及稀釋方法：每支 100 毫克小瓶用
30 毫升無菌注射用水以無菌技術調配成 3.33

Anidulafungin是具有抗黴菌活性的半合
成 echinocandin類藥品，其抗菌機轉為抑制葡
萄聚醣合成酶(glucan synthase)，這種酵素存
在於黴菌，但不存在於哺乳類細胞，因此抑
制了黴菌細胞壁 之必要成分1,3-β-D-glucan

毫克/毫升的濃度，此配製液可於 25°C 存放
24 小時。接著將配製好的小瓶溶液以無菌技
術加入大小適當且含有 5%葡萄糖注射液或
0.9%氯化鈉注射液(生理鹽水)的靜脈輸注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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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 中，此稀釋液可於 25°C 存放 48 小時，
或冷凍下存放 72 小時 2。詳細內容參表一。

狀改善、不須再做全身性抗黴菌治療與念珠
菌種消除，結果在結束 IV 藥物治療後，
fluconazole 組的整體反應成功率為 60.2%，

七、懷孕與授乳

20 毫克/公斤/天的劑量(相當於人類治療維
持劑量 100 毫克/天的 2 倍和 4 倍)，

anidulafungin 組為 75.6%。經計算益一需治數
(Number Needed to Treat；NNT)為 7，即表示
以 anidulafungin 治 療 7 個 人 ， 相 較 於
fluconazole，能多一人達到整體反應成功。另
外在其他時間點，例如完成整個療程

anidulafungin 會通過胎盤屏障，在胎兒的血
漿中檢出，並會使數種骨骼出現骨化不完全
的現象。然而動物生殖研究未必能預測人類
反應，所以只有在明確需要時才可使用此藥。

(fluconazole：56.8%；anidulafungin：74%)與
之 後 的 追 蹤 (fluconazole ： 44.1-49.2% ；
anidulafungin：55.9-64.6%)，anidulafungin 都
顯示出不亞於 fluconazole 的療效。

1.在大鼠的研究中，給與 anidulafungin 最多

懷孕等級為 B2。

九、藥物安全性

2.Anidulafungin 會分泌到授乳大鼠的乳汁中，
anidulafungin 是否會分泌到人類乳汁中尚
未知，因此對授乳婦投予此藥時一定要謹
慎。

1.anidulafungin 的常見副作用 6：低血鉀
(3.1% )，腹瀉(3.1% )。
2.anidulafungin 的嚴重副作用 6：深層靜脈栓

Anidulafungin 於 2006 年於美國上市之前

塞(0.8% )，肝功能異常，肝壞死(小於 2% )，
全身性過敏反應或過敏反應，發作 (小於
2% )。
3.在一些有嚴重潛在疾病，併用 anidulafungin

，侵入性念珠菌感染的治療選擇只有
fluconazole, caspofungin, voriconazole 和
amphotericin B。其中除了 amphotericin B 有
劑 量 相 關 的 腎 毒 性 ， fluconazole 和
echinocandin 都是相對藥安全的藥物。在一項

與多種藥物的病人曾發生過臨床上顯著的
肝功能異常事件。在接受 anidulafungin 治療
期間發生肝功能異常的患者，應監測其有無
肝功能惡化的跡象，並評估繼續使用此藥治
療的風險/效益 2。

收錄 245 位侵入性念珠菌感染病人的隨機分
派臨床試驗中 5，將病人分為 anidulafungin 組
(第一天給與 200mg IV，之後每天給與 100mg
IV)及 fluconazole 組 (第一天給與 800mg IV，

4.使用 anidulafungin 期間若發生過敏反應，應
停藥並進行適當的治療。為降低輸注相關不
良反應，包括皮疹、蕁麻疹、潮紅、搔癢、
支氣 管痙攣、呼吸困難及低血壓，輸注速

八、臨床療效

4

率切勿超過 1.1 毫克/分鐘 2。

之後每天給與 400mg IV)。經過至少 10 天的
靜脈注射治療後，若病人至少 24 小時沒有發
燒、最近血液培養沒有念珠菌感染且可以口
服者，兩組病人皆轉為一天一次口服的
fluconazole 400mg，直到血液培養陰性後 14

十、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 echinocandin 類之抗黴菌藥品有

天且臨床症狀改善才算完成療程。

anidulafungin、micafungin、caspofungin，詳
細比較於表二。

研 究 以 整 體 反 應 成 功 (Global response
success)做為療效評估的基準，內含臨床上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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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結語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

Anidulafungin 對於念珠菌造成之侵入性

ocs/nda/2006/021632_021948_EraxisTOC.c
fm As accessed Feb 21, 2017.

感染的治療，無論在療效或安全性皆不亞於
fluconazole ， 而 與 同 為 echinocandin 的
caspofungin 相較，有較少的藥物交互作用，
也不需依肝腎功能調整劑量，給予念珠菌感

5. Annette C. Reboli, Coleman Rotstein, Peter
G. Pappas, et al. Anidulafungin versus

染的治療另一個經濟、有效且安全的選擇。

Fluconazole for Invasive Candidiasis. N
Engl J Med 2007;356:24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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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chinocandin 的機轉

表一：Anidulafungin 配製及稀釋方法
給藥
途徑

配置
溶液

配置方法

IVF

無 菌 每支 100 毫 25°C
與 D5W
注 射 克小瓶以
下存放 或 NS
用水 30 毫升無
24 小 相容
菌注射用水 時
以無菌技術
調配成 3.33
毫克/毫升
的濃度

配置後 稀釋液
保存

稀釋方法

稀 釋 後 溶 液 給 藥 給藥速率
保存
顏色 濃度

配製好的小 25°C 下

約

每 100 毫克

瓶溶液每
30ml 以
100ml 稀釋

0.77
mg/
ml

藥品輸注至
少 90 分
鐘；最高輸

存放 48
小時，
或冷凍

液稀釋(即
下存放
總輸液量為 72 小時
130ml)

12

注速率每分
鐘 1.4 毫升
或每小時
84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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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院內類似藥物比較

2,7,8

藥品

Anidulafungin 100mg

Micafungin 50mg

Caspofungin 50mg

商品名

Eraxis 助黴飛

Mycamine 米開民

Cancidas 黴息止

適應症

治療成人侵襲性念珠菌
感染。

1. 治療成人與四個月以上的兒 1. 治療併有及未併有嗜中性白血球減少
童的念珠菌血症與其他念珠
現象之患者的侵入性念珠菌感染症，包
菌感染。
括念珠菌血症。
2. 治療食道念珠菌感染。
2. 治療食道念珠菌感染。
3. 預防接受造血幹細胞移植病 3. 適用於其他治療方法無效或不能忍受
人的念珠菌感染。
的侵入性麴菌病(invasive aspergillosis)
之第二線用藥。
4. 對發燒的重度嗜中性白血球缺乏症患
者可能罹患黴菌感染症之經驗療法。

禁忌症

禁用於已知對
anidulafungin 的任何成
分或其他 echinocandins
過敏者。

禁用於已知對 micafungin 的任何 禁用於對 Caspofungin 中任何成分過敏
成分或其他 echinocandins 過敏 者。
者。

用法

第一天投與單次負荷劑
量 200mg，以後每天
100mg。

1. 治療念珠菌血症與其他念珠
第一天投與單次負荷劑量 70mg，之後每
菌感染：每天 100mg。
天 50mg。
2. 治療食道念珠菌感染：每天
150 mg。
3. 預防造血幹細胞移植病患的
念珠菌感染：每天 50mg。

劑量
調整

肝、腎功能不全、洗腎
患者、老年人皆不需調
整劑量。

肝、腎功能不全、老年人皆不需 腎功能不全、老年人不需調整劑量；血液
調整劑量；血液透析後不需補充 透析後不需補充劑量。Child-Pugh 分數
劑量。
7~9：維持劑量改為每天 35mg。

交互
作用

Cyclosporin：
1.Sirolimus、nifedipine、
1.Cyclosporin：可能提高 Caspofungin 血
Anidulafungin 血中濃度 itraconazole：Micafungin 會增加
中濃度、GOT 及 GPT 上升。
上升，但併用時兩者皆 此三藥的藥物曲線下面積(Area
2.Tacrolimus：可能降低 Tacrolimus 血中
不用調整劑量。
Under the Curve；AUC)，應監測
濃度，建議應針對 tacrolimus 的血中濃
此三藥的毒性，必要時應減低其
度進行標準監測，並適度調整 tacrolimus
劑量。
的劑量。
2.Amphotericin B desoxycholate ： 3.Efavirenz 、 nevirapine 、 rifampin 、
Micafungin 會增加 amphotericin B dexamethasone 、 phenytoin
或
30% 的暴露量，只有在利益明顯 carbamazepine 等藥物廓清誘導劑：降低
大於風險時才可併用，並需嚴密 Caspofungin 血 中 濃 度 ， 應 考 慮 調 整
監視 amphotericin B 的毒性。
caspofungin 劑量至每天 70mg。

排除

約 30%由糞便排除；排
除半衰期 26.5 小時。

懷孕分級

B

40%由膽汁、71%由糞便、15%
由腎臟排除；排除半衰期
10.7~17.2 小時。
C

35%由糞便、41%由腎臟排除；排除半衰
期 13±1.9 小時。
C

療效比 1. 在一回溯性研究中，以 Anidulafungin (N=30)或 Micafungin (N=33)治療嚴重侵入性念珠菌感染，整
較研究
體反應兩者間無顯著差異(A=67%，M=70%，P=0.8)；開始治療後 28 天死亡率沒有顯著差異(A=67%，
M=55%， P=0.33)、90 天死亡率則是 Anidulafungin 較高(A=87%，M=64%，P=0.04)。9
2. 目前尚無 Anidulafungin 及 Caspofungin 的療效比較相關研究。
藥價

健保價 2470/vial

健保價 1634/v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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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Lacosamide (Vimpat®)
藥劑科 洪家雯 藥師
一、前言
1.十六歲以上有或無次發性全身發作的局部
癲癇發作患者的單一藥物治療。

發作(seizure)係指腦部原本正常的電位
突然出現過度放電或不正常之神經元活動，
造成短暫發作的神經症狀表現。其中可能產
生之現象包含意識障礙、肢體僵直或抽搐等。
而癲癇(epilepsy)係指由於潛在神經系統異常，
導致出現反覆的無端發作狀況，由於為覆發
性症狀，若病人出現反覆兩次以上之「發作」
則可將之診斷為癲癇。

2.十六歲以上之(1)複雜性局部癲癇發作
(complex partial seizure)與 (2)單純或複雜性
局部發作之合併有次發性全身發作
(simple or complex partial seizure with
secondary generalization)癲癇患者之輔助治療
(add-on therapy)。

四、作用機轉

根 據 國 際 抗 癲 癇 聯 盟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 ILAE)將癲癇發作

Lacosamide在人體作用的機制仍有待完
全闡明。體外電生理研究顯示，Lacosamide 選
擇性增強鈉離子通道不活化閘門，使得高度
易受刺激的神經細胞膜穩定。

(epileptic seizures)分類為以下三種:
1.局部發作(partial seizures/focal seizures)
2.全面發作 (generalized seizures)
3.無法分類之癲癇發作。
其中局部發作(partial seizures)的定義為
不正常之神經元活動，源起侷限於腦部的一
個區域，並導致對相對應於腦部特定區域之
肢體出現部分症狀。
以下將詳細介紹本院新引進用於治療癲

五、藥物動力學
Lacosamide 口服錠劑的生體可用率約
100％。口服給藥後，血漿中原型 lacosamide

癇局部發作的藥品 lacosamide，其不僅為新機
轉藥品且在治療角色上可用做單一藥品治療
也可作為輔助療法 1。

的濃度迅速增加，約在 0.5 至 4 小時後達到
Cmax。Lacosamide 口服錠劑和糖漿具有生體
相等性。食物不影響吸收速度和程度。
主要由腎臟排泄和生物轉化。約 95%的

二、成份

藥品在尿液中以藥品及代謝物排出，低於
0.5%會在糞便中。原型藥物的排除半衰期約
為 13 小時。藥物動力學與劑量成比例，不隨
時間改變，個體內和個體間差異小。每天服

本藥品為口服膜衣錠，外觀呈橘色橢圓
形 ， 內 含 lacosamide 100 mg ， 商 品 名 為
Vimpat® ，中文藥名為維帕特膜衣錠。

用兩次，3 天後可達到穩定的藥物血中濃

三、治療用途

度。

Lacosamide衛福部核可適應症2為適用於

輕度及中度腎功能受損患者，Lacosamide
的 AUC 增加了約 30%，而重度腎功能不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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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腎衰竭需要血液透析患者 AUC 約增加
60%。然 C max 不受影響。從血液透析中能
有效地從血漿中去除。經過 4 小時的血液透

3.腎功能不全劑量調整
(1)輕度及中度腎功能不全的患者（Clcr > 30
mL/min），無需調整劑量。

析治療，Lacosamide 的 AUC 減少了約 50%。
因此，血液透析後建議補充劑量(參見第五點
劑量及用法)。

(2)對有重度腎功能不全（Clcr ≤30mL/min）
和終末期腎病人者，建議最大劑量不得超
過 300 mg/天。
(3)需要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在血液透析結

六、劑量及用法

束後可直接補充劑量，直到至每日每次劑
量的 50%。

分為單一藥物治療或輔助治療。

4.肝功能不全劑量調整
輕度至中度肝功能不全患者無需調整
劑量。若考量到腎功能不全，而對肝功能有

1.單一藥物治療
(1)初始單一治療(未曾接受過抗癲癇藥物治
療之患者)
建議起始劑量為 100mg 一天兩次(200mg/
天)，一週後提高為 150mg，一天兩次
(300mg/天)。根據反應和耐受性，維持劑
量可每週增加 50mg，一天兩次，直到建

疑慮的患者，建議輕度至中度肝功能不全患
者每日最大劑量為 300 毫克。目前重度肝功
能不全患者並無研究 3。

七、懷孕與授乳

議的最高劑量 200mg，一天兩次（400mg/
天）。
(2)轉換成單一治療(病人想轉換成
lacosamide 為單一藥物治療)

1.沒有孕婦使用 lacosamide 的足夠數據。在
動物研究中，囓齒動物和兔子無致畸作用，
但在大鼠觀察到母體毒性劑量下，其全身

建議其起始劑量為 100 毫克一天兩次

暴露量相似於臨床預期暴露量之下，幼仔
死產數量增加，幼仔在週產期的死亡增加，
大小和體重也略有減少。由於母體毒性，
不可對動物有更高測試劑量，數據不足以

(200 毫克/天)，一週後提高為 150 毫克，
一天兩次(300 毫克/天)。根據反應和耐受
性，維持劑量可每週增加 50 毫克，一天
兩次，直到建議的最高劑量 200 毫克，一

證明 lacosamide 對胎兒的毒性及致畸胎性。
在大鼠研究中顯示，Lacosamide 和/或它的
代謝產物容易穿過胎盤。

天兩次（400 毫克/天）。在剛開始轉換成
lacosamide 單一治療前，建議維持劑量應
至少持續 3 天，並逐步停用抗癲癇併用藥
物至少 6 週。若病人正接受一種以上的抗

2.由於對人體潛在風險未知。Lacosamide 不
應該在懷孕期間使用，除非明確需要（如
對母親的益處明顯大於對胎兒潛在的風
險）。如果婦女決定懷孕，使用本產品應
仔細重新評估。

癲癇藥物時，應逐步停藥。
2.輔助治療
建議起始劑量為 50 毫克，一天兩次，
一週後提高為 100 毫克初始劑量，一天兩

3. 目前僅能由動物研究中表明 lacosamide

次。根據反應和耐受性，維持劑量可進一步
每週增加 50 毫克，一天兩次，直到建議的
每日最高劑量為 400 毫克（200 毫克，一天
兩次）。

會從動物母乳中排出，但不可得知是否會
從人類母乳中排出，在使用上應考量藥物
對母體的重要性決定是否停止哺乳或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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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使用。

組、多國多中心之臨床試驗。
試驗共包括基礎期(八週)、隨機分派期
(四週或六週)、劑量維持期(十二週)和試驗過

八、臨床治療地位

渡期(二週)/減量期四個階段，用以證明
Lacosamide 做為輔助療法，在治療部分癲癇
發作(併有或未併有次發性全身發作)病人之
療效與安全性表現。

1.癲癇藥物使用情形
利用健保資料庫分析 2003 到 2007 年
間的癲癇藥物使用的變化，結果顯示，癲癇
藥物的使用人數有上升的趨勢，每千人的癲

這些試驗主要納入年齡介於 16~70 歲、

癇藥物使用盛行率從 2003 年的 12.6 人逐
年增加至 2007 年的 13.8 人。Hsieh 等人在
一篇分析 2004 年之健保資料庫的文獻中
提到，癲癇病人的抗癲癇藥品使用，有 71%

依照國際癲癇及癲癇症候群分類，被診斷為
癲癇單純部分發作和/或複雜部分發作，併有
或未併有次發性全身發作的病人。至少在進

的病人僅接受一種藥物治療，其餘 29%的病
人會接受兩種或以上抗癲癇藥物的合併治
療。這個比例與 Rochat 等人使用歐洲資料
庫，研究丹麥抗癲癇藥物處方型態的研究結
果相近，該研究結果顯示有 74%的病人僅接

入試驗前兩年，病人接受過大於等於兩種抗
癲癇藥物治療卻仍有癲癇部分發作的情況；
進入試驗之基礎期(八週)，病人平均每 28 天
需有大於等於四次之癲癇部分發作，且無癲
癇發作之時間少於 21 天。病人進入試驗時，

受一種藥物治療，有 19%的病人會使用兩種
癲癇藥物，有 7％的病人會使用三種或以上
的藥物進行治療 4.5.6。

需處於接受 1~3 種抗癲癇藥物至少四周之
劑量穩定處置階段，可併有或未併有迷走神
經治療(vagal nerve stimulation, VNS)。病人進
入試驗前服用之抗癲癇藥物劑量需持續至試
驗結束。

2.在服用 1 至 3 種抗癲癇藥品後依舊無法有效
控制癲癇，仍有部分發作情形之病人，可使
用 Lacosamide 作為輔助治療。

研究結果以受試者在維持期的癲癇發作
頻率與基礎期相比至少降低 50%的比例
(median percent seizure reduction)以及癲癇發
作頻率與基礎期相比至少降低 50%的比例。

3.Lacosamide 之 ATC 碼為 N03AX18，屬用於
抗癲癇藥劑類(N03A, antiepileptics)之其他
抗癲癇藥劑(N03AX, other antiepileptics)成
分。此一分類層級之下，共有 16 項不同的
藥物成分，目前已經獲得我國上市許可者，
除 lacosamide 之外尚有 lamotrigine 、
topiramate 、gabapentin 、zonisamide、

三篇文章之實驗組發作頻率降低 50%之比例
分別為 41%、38.3%、40.5%，相較於對照組
的 19.2%、20%、14.7%。經計算益一需治數
(number needed to treat；NNT)分別為 5、6、4。
表示相較於使用 placebo 之組別，使用
lacosamide 作為輔助療法每治療 5 人可以有
多一個人達到降低 50%癲癇發作頻率的成
功。

pregabalin、levetiracetam 與 perampanel 等
其他七種成分。其詳細比較請見表一。

九、臨床研究

在另一篇納入之六篇系統性文獻回顧 10，
Lacosamide 之療效及安全性根據廠商所

進行不同抗癲癇藥物之間接比較分析，比較
品包括 oxcarbazepine、lamotrigine、topiramate、
gabapentin, pregabalin、levetiracetam、tiagabine,

7.8.9

提供的主要三篇樞紐試驗
中可知，所有試
驗皆為雙盲、隨機分派、有安慰劑組及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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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isamide、perampanel 等。

無症狀第一級房室傳導阻滯(0.4% )，
PR 間期延長。
(2)免疫方面:

在「療效與安全性綜合評估」部分，有
兩項研究分別在「對試驗藥物有反應的病人

伴隨嗜伊紅性白血球增加與全身症狀
的藥物反應。
(3)精神方面:
自殺行為，自殺念頭。
3. 特定不良反應

比例」以及「降低病人發作頻率」等指標，
得到 lacosamide 表現較其他抗癲癇藥物為差
之結果，但是，在「病人沒有出現發作」此
一指標的分析，Lacosamide 的表現則較其他
抗癲癇藥物為佳；安全性部分，Lacosamide
的「退出試驗比例」以及「不良事件發生率」
顯著較其他抗癲癇藥物為高。在「不良事件
評估」部分，不良事件發生數目顯著與
lacosamide 劑量增加有關。與 lacosamide 用

由於臨床研究中觀察到 lacosamide 會使
PR 期間延長，若與會延長 PR 期間之藥品
(PR-interval prolonging drugs)併服時(如下
列治療局部發作藥物:carbamazepine、
lamotrigine、pregabalin)，以及治療第一類
抗心律不整藥物患者須謹慎，小心產生房
室傳導阻滯、心搏過緩、暈厥等 PR 延長
相關之不良反應，應注意心電圖之變化。

於治療其他疾病的表現相比，不良事件較容
易在藥物治療失敗癲癇病人身上出現。

十、藥物安全性
1.Lacosamide 常見副作用 11
(1)胃腸方面:

十一、院內同類藥比較
Lacosamide 之臨床適應症分為輔助性治

噁心(大於 24% )，腹瀉(4%)
嘔吐(5% to 9%)，口乾(6%)。
(2)神經方面:

療局部發作及單一藥物治療用藥。根據健保
規定，目前僅給付於「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
物無法有效控制之局部癲癇發作之輔助性治
療(add on therapy)」。

暈眩(16% to 53% )，
運動失調(4% to 15%)，
頭痛(11% to 16%)，
平衡失調(1% to 6%)，

而本院符合上述給付規定之品項目前共
有五種，Lacosamide 為第六種。其詳細比較

記憶障礙(1% to 6%)，
嗜睡 (5% to 36%)，
顫抖(4% to 7%)，
眩暈(3% to 5%)。
(3)眼睛方面:

請見表一。
除上述五種 add-on therapy 藥品，本院尚
有可做為第二線單一治療局部發作之藥品：
topiramate、lamotrigine、oxcarbazepine、

複視 (9% to 11% )，
視力模糊(5% to 8%)。
(4)其他:
疲倦(9% to 12%)

levetiracetam。表二為將本院可做為第二線單
一治療局部發作之藥品之綜合比較表。

十二、結語

蕭條(2%)。
2.Lacosamide 嚴重之副作用
(1)心臟血管方面:
心房顫動和撲動，

Lacosamide 為全新機轉藥品，在療效方
面對於已使用 1 至 3 種抗癲癇藥品仍無法有
效控制之病人，併用後可降低癲癇發作頻次，
因此可作為局部發作病人之治療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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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有效控制之局部癲癇發作的輔助性治療(add on therapy)藥品比較
表
學名

Lacosamide Gabapentin

Vigabatrin

Pregabalin

Zonisamide

Perampanel

商品名

Vimpat®

Neurontin®

Sabril®

Lyrica®

Zonegran®

Fycompa®

劑量

100mg

300mg

500mg

75mg

100mg

4mg

健保價

63 元

9.9 元

25.8 元

21.9 元

18.3 元

124 元

400mg

1800mg

3g

600mg

500mg

12mg

252 元

59.4 元

154.8 元

175.2 元

91.5 元

372 元

每日最
高劑量
每日最
高藥費

12 歲以上
可用於
3-12 歲兒
童病人

優點

患者局部癲
癇發作併有
或未併有續
發型全身發
作之輔助治

可用於 9 歲
以上孩童，
根據體重調
整劑量

療
缺點

僅用於 16
歲以上之
患者

兒童安全性尚
未確立
帶狀泡疹後神
經痛；纖維肌痛
(fibromyalgia)。
糖尿病周邊神
經病變引起的

用於治療
帶狀疱疹

其他適
應症

後神經痛

常見不

複視、眩

良反應

暈、

視力障礙

兒童及青少
年之安全性
未確立

神經性疼痛。脊
髓損傷所引起
的神經性疼痛。
視野障礙、

複視、厭

頭暈、焦

困倦、興奮
煩躁(兒童)

食、頭暈、
嗜睡

慮、’眩暈、
易怒

上述藥品，除了單純作為局部發作之治療外，Gabapentin、Pregabalin 還有其他臨床適應症可供選
擇，在治療的地位上較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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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第二線單一治療局部發作之藥品之綜合比較表
學名

健保給付原則

相較於 Lacosamide 之其他優勢

Lacosamide(Vimpat®)

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有
效控制之局部癲癇發作之輔助
性治療(add on therapy)。

Levetiracetam Film-Coated

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有

四歲以上孩童或成人病人之局

Tablets(Keppra®)

效控制之局部癲癇發作之輔助
性治療 (add on therapy) 或作為
第二線之單一藥物治療。

部癲癇發作即可使用，且本院
具有三種劑型(針劑、口服水
劑、錠劑)

Topiramate(Topamax®)

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有

用於成人及兩歲以上兒童局部

效控制之局部癲癇發作之輔助
治療(add on therapy)或作為第二
線之單一藥物治療。

癲癇；用於預防偏頭痛之治療

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有

成人與 2 歲以上兒童之輔助

效控制之局部癲癇發作之輔助
性治療(add on therapy)或作為第
二線之單一藥物治療。

性治療(本院具有咀嚼錠之劑
型)；可限使用於 18 歲以上成
人且為雙極性疾患

Lamotrigine(Lamictal®)

Oxcarbazepine(Trileptal®)

成人局部癲癇發作之單一或輔
可用於 3 歲以上孩童，且目前
助治療，大於三歲孩童癲癇局部 無相關健保給付限制
發作之輔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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