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捷筆型注射液


APO-go Pen 10 mg/ml Solution for Injection

衛署藥輸字第 023000 號
本藥限由醫師使用

【成份】
APO-go Pen 每 1 ml 含 Apomorphine Hydrochloride 10mg。賦形劑請參閱賦形劑清單。
【劑型】
注射劑、澄清無色溶液。
【適應症】
改善巴金森氏病後期藥效波動現象，如：Levodopa 或其他 Dopamine 作用劑(Bromocriptine、Lisuride、Pergolide)製劑無法適當地控制病患之運動不能、暫時性肌
麻痺等症狀。
【用法、用量】
本品為一皮下注射劑。
劑量：

成人
用法
1.選擇適合使用本品的患者。
2.患者應能夠辨識自己即將出現斷電(“off”)症狀，且有能力於需要時可自行注射，或者有負責照顧的人可為其施打本品。
3.在開始使用本品治療前，頇先至少持續二天給予 Domperidone，一天三次，每次 20 mg。
Apomorphine 應於專科醫療院所的管理環境下啟用，其應用於臨床上的治療需經由有治療巴金森氏病經驗的醫師(如：神經科醫師)來監控之，且於開始接受本品
治療前，無論有否使用 Dopamine agonists，病人對 Levodopa 的治療是有效用的。
起始劑量(threshold dose)的訂定：
藉由漸增劑量的方式來訂定每一患者的適合劑量。建議按照下列方式來確立：
在患者出現運動機能減退或斷電(“off”)症狀時，可皮下注射 1 mg Apomorphine HCl (0.1 ml)，約為 15 ~ 20 g/kg，於 30 分鐘後觀察患者的運動反應。
若沒有效應或反應不佳，則再予皮下注射 2 mg Apomorphine HCl (0.2 ml)作為第二劑量。且於 30 分鐘後，應可見患者有適切之臨床反應。
在持續注射期間，劑量可漸進式地增加，每次增加劑量時間間隔至少 40 分鐘，直至患者獲得滿意的運動反應。
治療的確立：
一旦決定了所需的適當劑量，當一有斷電(“off”)徵兆，患者便可單一劑量皮下注射於下腹部或大腿外側。注射不同部位，其吸收情形可能有異；故，隨後 1 小時
應觀察並評估患者對治療反應的品質。根據患者的反應，劑量的調整可能是需要的。
Apomorphine HCl 最適切劑量因人而異，一經確立，對每個患者而言，常是保持不變的。
持續治療的注意事項：
每日的劑量因人而異，一般多在每日 3 mg 至 30 mg 分 1 ~ 10 次使用的範圍內。但有少數病例每日注射高達 12 次。
建議 Apomorphine HCl 每日總劑量不超過 100 mg，且單次的注射量亦不應高過 10 mg。
臨床研究發現，Levodopa 的使用劑量通常可降低，但此作用會因人而異，頇由具經驗的醫師謹慎處理。
當確定治療後，Domperidone 可漸減量，少數患者可成功地在不用 Domperidone 情況下，也不會出現嘔吐或低血壓。

兒童和青少年
兒童和 18 歲以下之青少年，禁用本品。(參閱“禁忌”)

老年人
老年人是巴金森氏病患者主要族群，也是本品臨床試驗研究主要對象。對本品的用法用量與較年輕的成人相同。

腎功能損傷病人
用法用量與成人、老年人相似。(參閱“注意事項”)
【禁忌】
1. 有呼吸衰竭、癡呆、精神疾患或肝功能不足者。
2. 間歇性的 Apomorphine HCl 治療不適用於對 Levodopa 治療時產生“on”反應的病人，此種反應係因嚴重運動困難或肌張力過弱所損傷所致。
3. 兒童和 18 歲以下之青少年，禁用本藥。
4. 本品不應給予對 Apomorphine 或本品其他賦形劑過敏者。
5. 懷孕及哺乳(請參閱懷孕與授乳)
【警語和注意事項】
1. 患有腎臟、肺臟或心血管疾病者，及易於噁心、嘔吐者，應小心使用 Apomorphine HCl。
2. 老年人或體質虛弱患者，在開始治療時，需特別小心。
3. 因 Apomorphine 可能引起低血壓，對已有心臟疾患或是使用影響血管之藥物(如：降血壓藥)治療的患者，即使已先服用了 Domperidone，亦須小心。對患有姿勢
性低血壓的病患，尤需特別注意。
4. Apomorphine 對局部皮下組織所造成的影響有關，因此可輪流交替注射位置或可利用超音波於硬塊與結節處，可減緩其所造成之影響。
5. 本品含 Sodium Bisulphate，很少引起嚴重過敏反應或支氣管痙攣。
6. 曾有接受 Levodopa 與 Apomorphine 治療的患者出現溶血性貧血與血小板減少症的案例發生，因此接受 Apomorphine 併用時應定期接受血液檢查。
7. 以 Apomorphine 與治療指數窄的藥品(參閱“藥物交互作用”)併用時，需謹慎。
8. 很多嚴重巴金森氏病患多伴有神經精神的問題。一些患者神經精神的問題可能因使用 Apomorphine 而加重；當以 Apomorphine 用於此等患者必須格外小心。
9. Apomorphine 會伴有嗜睡現象；特別是對巴金森氏病患，其他的 Dopamine 作用劑會伴隨有突然睡著的病灶。因此，病患在接受 Apomorphine 治療時，必須被告
知此訊息，且在開車或操作器械時要特別小心。一旦患者曾有過嗜睡症狀，就務必制止其開車或操作器械，並考量是否降低劑量或停藥。
10.曾有接受 Dopamine Agonisits(包含 Apomorphine)治療的巴金森氏症患者出現病態性的嗜賭、性衝動與性慾高漲的狀況發生。
【藥物交互作用】
1. 適合接受 Apomorphine HCl 的病患，其必併用巴金森氏病治療藥物。在 Apomorphine HCl 治療初期，需觀察患者是否出現不尋常副作用或潛在的徵兆。
2. 擬神經性藥物與 Apomorphine 併用，可能會有拮抗作用。Clozapine 和 Apomorphine 有潛在性的交互作用，然而 Clozapine 也可用來降低神經精神性併發症的症狀。
3. 尚未有研究 Apomorphine 對其他藥物血中濃度可能的作用，故與其他藥品併用時，尤其是治療指數窄的藥物，需留心。
4. 抗高血壓與心臟用藥。
5.即使與 Domperidone 併用，Apomorphine 可能會加強降血壓藥物和心血管用藥的抗高血壓作用。(參閱“警語與注意事項”)
【懷孕與授乳】
1. 本品未有用於治療孕婦的經驗。
2. 於動物生殖的研究中並未指出有任何造成胎兒畸形的影響，但是在母鼠體中其毒性會造成新生鼠呼吸困難，在人體這類潛在性危險是未知的。
3.Apomorphine HCl 不應治療於懷孕中的孕婦。(參閱禁忌)
4.目前尚未了解 apomorphine 是否會分泌至母乳中，但接受 apomorphine HCL 的期間應避免授乳。(參閱禁忌)
【開車或操作器械者】
病患正接受 apomorphine 治療且出現有嗜睡者，應告知務必禁止開車以及從事需高度警覺的活動(例如：操作器械)；除非病患已克服嗜睡相象，因為警覺障礙恐致
使患者處於嚴重傷害或死亡的高度危險狀態。(參見“警語與注意事項”)
副作用
1. 很常見 Very commom(>1/10)
2. 常見 Common(≧1/100 至＜1/10)
3. 偶見 Uncommon(≧1/1,000 至＜1/100)
4. 少見 Rare(≧1/10,000 至＜1/1,000)
5. 很少見 Very Rare(＜1/10,000)
6. 未知 Not known(無法由可用的資料估計)

血液及淋巴系統異常
偶見：
溶血性貧血與血小板減少症的報告發生於接受 Apomorphine 治療的病患。
少見：
嗜伊性紅血球增多極少數發生於接受 Apomorphine HCl 治療之患者。

免疫系統異常
少見：
於 Sodium Metabisulphite 存在時，恐有過敏(例如：過敏性、支氣管痙攣)現象發生。
精神異常
常見
巴金森氏症病患多有神經精神性障礙，使用本品時需特別小心。在 Apomorphine HCl 治療期間曾發生神經精神性障礙(包含短暫性的輕微暈眩、視覺模糊)。
未知
當巴金森氏病患接受 Dopamine 作用劑(包含 Apomorphine)時特別是高劑量會出現病態性的嗜賭、性衝動與性慾高漲的狀況發生。一般這些狀況都是可逆
的，當病患減少劑量或停止用藥即可恢復。
神經系統異常
常見
在開始給予 Apomorphine HCL 治療時，可能出現暫時性的鎮靜，但其通常在幾週後就消失。Apomorphine 伴隨有嗜睡現象。
偶見
在“on”時期可能會引起運動困難，有些為嚴重案例，少數病人可能因此停止治療。曾有暈眩/輕微的頭痛的報告。
血管異常
偶見
姿勢性低血壓是少見且通常是短暫性的。(參見“警語與注意事項”)
呼吸，胸腔及橫膈異常
常見
有 Apomorphine 治療時會打呵欠的報告。
偶見
有呼吸困難的報告。
腸胃系統異常
常見
噁心和嘔吐，特別是開始以 Apomorphine 治療時，但通常可以 Domperidone 類藥物來減輕症狀(參見“用法、用量”)。
皮膚及皮下組織異常
偶見
有局部與全身性發疹的報告。
整體的異常及注射部位狀況
很常見
多數病人有注射部位起反應的經驗特別是連續使用，這些反應包含皮下節結、硬節、紅斑、發炎及脂膜炎。其它各種局部反應(例如過敏、搔癢、擦傷及疼痛)
亦會發生。
偶見
注射部位可能出現壞疽及潰瘍。周圍組織水腫。
研究
偶見
當病人接受 Apomorphine 治療時有 Coomb test 結果為 positive 之報告。
過量
很少有皮下注射過量 Apomorphine 的臨床經驗。過量所造成的症狀經驗上建議以下之治療方式：
- 以 Domperidone 治療嚴重嘔吐現象。
- 以 Naloxone 治療呼吸衰竭。
- 當出現低血壓時，應採取適切的方法，例如：躺在床上將足部抬高。
- 以 Atropine 治療心跳徐緩。
藥理特性
藥效學：
藥理分類 – Dopamine 作用劑。
ATC 分類 – N04B C07
Apomorphine 是 Dopamine receptors 的直接刺激劑，同時具有對 D1 與 D2 作用的特性，但其並不和 Levodopa 共享傳輸及代謝途徑。
雖然完整的動物實驗顯示，給予 Apomorphine 可抑制 Nigro-Striatal 細胞 firing 的速率，且低劑量下，可降低動作行為活性(被認為是抑制了突觸前內生性 Dopamine
的釋出)，其對巴金森氏症運動功能失常的作用可能是藉由作用於突觸後的接受體。在人類亦可見此雙相作用。
藥動學：
皮下注射 Apomorphine 後，它的藥動現象可以二室式模式來說明：分佈半衰期為 5 (± 1.1)分、排除半衰期為 33 (± 3.9)分。臨床反應與腦脊髓液中 Apomorphine 的
濃度密切關連，藥物分佈情形可經由二室式模式有很好的說明。Apomorphine 可很快且完全地從皮下組織被吸收，約 4 – 12 分鐘就開始出現臨床反應，但由於清
除率高，其作用持續時間約 1 小時。至少有 10%的 Apomorphine 經由葡萄糖酸化及磺化代謝，其他之代謝途徑尚未被記述。
臨床前安全數據：
重覆劑量皮下毒性試驗顯示，對人們而言，並無超越仿單所含蓋訊息之特別危險性。
體外基因毒性試驗顯示具有突變性和染色體致斷性的作用，其可能多歸因於 Apomorphine 氧化生成的產物所致；然而，在人體試驗中 Apomorphine 是不具基因毒
性的。
以實驗鼠進行 Apomorphine 對生殖的影響，Apomorphine 在這的種類並未指出有任何畸胎的影響，但是在母鼠中其毒性會造成新生鼠呼吸困難。
目前未進行致癌性的試驗。
藥劑學特性
賦形劑
Sodium bisulphate (E222)
Hydrochloric acid (37%)作為調整酸鹼值 3.0 – 4.0 用
注射用水
配伍禁忌
因缺乏配伍禁忌研究，勿與其它藥物混合使用。
效期
2 年。
啟用後 48 小時。
儲存
陰涼處 25oC 以下存放。
頇存放於原容器中。
包裝
注射水匣。
本品為拋棄式多劑量筆型注射裝置結合含澄清注射液的 Type I 玻璃注射水匣。玻璃注射水匣一端由 bromobutyl 橡皮塞密封，另一端為 bromobutyl 橡皮/鋁薄膜。
每支注射筆含 3 毫升注射液。有一盒 1 支、5 支、10 支裝。
委託者：
製造廠：
包裝廠：
藥 商：
貼標廠：

Britannia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CP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Laboratoire Aguettant
台灣美強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美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00 Longwater Avenue, Reading, Berkshire, RG2 6GP, UK
廠址：Ash Road North, Wrexham Industrial Estate, Wrexham, LL13 9UF, United Kingdom
廠址：1 Rue Alexander Fleming, Lyon, F-69007, France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66 號 4 樓
廠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 3 段 155 巷 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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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APO-go PEN
若注射液變為綠色時，請勿使用。
啟用 48 小時後就丟棄。
圖示：
1. 劑量盤
2. 密封的針組
3. 筆套
4. 薄膜
5. 保護蓋
6. 針套
7. 箭頭顯示指定的劑量
8. 數字指示每次的注射量(1~10mg)
9. 針筒上的刻度顯示筆中之總藥量
10. 針

※本品並不含注射所需用的針；請另選用長 12 毫米(½ 英吋)以上、粗過 0.36 毫米(28G)的注射
針頭。建議使用類似施打胰島素用的針頭。

如何使用你的 APO-go 注射筆
請仔細閱讀以下說明：
*注意：在尚未設妥劑量前，請勿拉起劑量盤(圖示 1.)。( 詳如說明 設定所需正確劑量 )

裝針頭：
a) 在使用注射筆組之前，需要外科拭布及一置於保護蓋(圖示 2.)的針組。將筆從盒中取出並去掉筆套(圖示 3.)。

b) 用外科拭布擦拭筆前端的薄膜(圖示 4.)。

c) 撕下密封針組(圖示 2.)上的紙膜，將針頭以順時鐘方向旋轉接到注射筆前端的薄膜上，確保針頭緊附於筆端。

*注意：需特別留意在將針頭接上注射筆時，保持直線狀，避免呈現有角度地接上而導致注射筆洩漏。
d) 拿掉保護蓋(圖示 5.)，但不要丟棄；此時，針套(圖示 6.)先不要拿掉。

e) 將接好針頭的注射筆再放回筆套(圖示 3.)中。

設定所需正確劑量：
f) 輕壓劑量盤 (圖示 1.)，以順時鐘的方向，將箭頭轉到所需劑量處(圖示 7、8.)，然後鬆開劑量盤。現在劑量巳設妥，隨後注射時，不頇要
再重新設定了。

*注意：若劑量轉過頭時，只要順著相同方向繼續轉下去，直到轉到所需劑量為止。切勿同時拉及轉動劑量盤。
如果所需使用劑量不超過 1mg，則頇在第一次注射前，先行將前 1mg 量排空並丟棄；而後，設妥所需劑量，再依下述注射方法注射給藥。
若所需劑量超過 1mg，則不需去除前 1mg 量。

注射方法：
g) 設妥劑量後，拉起劑量盤(圖示 1.)至盡頭，檢查筆柱上刻度，確認為所需劑量方可施行注射。劑量盤在拉起後的位置時，請勿試圖改變
劑量，假若劑量選擇錯誤，請將此錯誤劑量打至衛生紙丟棄，然後再選擇正確的劑量(詳如說明 設定所需正確劑量)。

h) 用外科拭布所將要注射部位之皮膚周圍擦乾淨。卸下筆套(圖示 3.)。
i) 移去針套(圖示 6.)。

j) 將針頭插入醫生所指示的注射部位。注射時，用姆指將劑量盤下壓到底，隨後數到三，再將針頭拔出。

k) 欲將針頭拔下丟棄時，請先在用過的針頭上套上保護蓋(圖示 5.)，然後輕壓，當套緊後，以逆時鐘方向將針旋轉拉出。將針連同保護蓋
丟棄於安全處，例如針筒回收容器或空罐子。

*注意：每支針(密封的針組)只能使用一次！
準備下次的注射：
檢查注射筆匣內(圖示 9.)是否有足夠的劑量供下次注射用，如果是的話，裝上新的密封的針組，再依前述方法注射。(記得勿將針頭保護蓋
丟掉) 若注射筆匣內的劑量不夠下次使用時，請準備另一支注射筆。最後，再套上外層的筆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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