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若以液相層析法進行尿液 normetanephrine 檢測，可能造成假
性升高的檢測結果。應該考慮選用其他專一性的 normetanephrine
分析方法。

“安適凡特”長效腸溶膜衣錠 1200 毫克
Mezavant XL,1200mg gastro-resistant, prolonged release tablets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衛署藥輸字第 025351 號

4.5

曾有幾個以健康成人使用 “安適凡特”所進行的藥物交互作用研究，
用以探討“安適凡特”對三種常用抗生素的藥物動力學及安全性的影
響。結果顯示“安適凡特”與 amoxicillin, metronidazole 或
sulfamethoxazole 併用時，臨床上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然而含
mesalazine 的藥物曾有報導出現下列藥物間的交互作用

藥品名稱

1

“安適凡特”長效腸溶膜衣錠 1200 毫克
2

含量組成

2.1

賦形劑
Carmellose Sodium, Sodium Starch Glycolate(Type A), Talc,
Methacrylic Acid Copolymer Type A, Methacrylic Acid Copolymer Type B,
Magnesium Stearate, Carmellose Sodium Cmc-7MF , Stearic Acid, Titanium
Dioxide, Carnauba Wax, Triethyl Citrate , Red Ferric Oxide, Colloidal
Hydrated Silica, Macrogol 6000。

⚫ Mesalazine 與已知具腎毒性的製劑併用要小心，這些製劑包括非
類固醇抗發炎藥物 (NSAIDs) 以及 azathioprine，併用結果可能增
加腎臟不良反應。

每錠含 mesalazine 1200 毫克

⚫ Mesalazine 會抑制硫代嘌呤甲基轉移脢 (thiopurine
methyltransferase)。正在使用 azathioprine 或 6-mercaptopurine
及/或任何其他已知會造成骨髓毒性之有效成分的病人併用
mesalazine 應特別小心，因為可能增加惡血質、骨髓衰竭及相關
併發症的危險性。(參見 4.4 節以及 4.8 節)。

劑型

3

⚫ 與香豆素(可邁丁)類的抗凝血劑如 warfarin 併用可能導致降低抗
凝血作用。如必須併用，應密切監測凝血酵素原時間。

長效膜衣錠
紅棕色橢圓形的膜衣錠；一面有 S476 下凹印字。
4

臨床注意事項

4.1

適應症

4.2

劑量及給藥方式

建議“安適凡特”與食物併用 (參見 4.2 節與 5.2 節)。
4.6

誘導輕至中度活動性潰瘍性結腸炎之緩解及維持緩解作用。

從懷孕病人使用 mesalazine 的經驗有限。Mesalazine 會通過胎盤，
但在胎兒身上的濃度遠低於成年人治療用量。動物試驗未發現
mesalazine 對懷孕、胚胎/胎兒發育、分娩或產後過程有害。曾有嬰
兒其母親於懷孕期間使用 mesalazine 的不良反應報告（包括白血球
減少，血小板減少和貧血等血液計數異常）。懷孕病人只有在益處
大於風險時使用 mesalazine。使用高劑量的 mesalazine 應特別小
心。
授乳

維持緩解：每日一次每次 2.4 公克(2 錠)。

Mesalazine 有小量分泌於乳汁中，其乙醯化代謝物則有比較多的量
排出在乳汁中。正在授乳的病人服用 mesalazine 要小心，只有在利
多於弊的狀況下才應使用。偶有餵食母乳的嬰兒出現急性腹瀉的報
告。

兒童及青少年：
“安適凡特”不建議給予 18 歲以下兒童，因為缺乏安全性與有效性的資
料。
“安適凡特” 尚未有特別針對肝或腎功能不全病人所作的試驗(參見 4.3 及
4.4 節)。
禁忌
曾對乙醯水楊酸，其他水楊酸(包含 mesalazine 在內)或對“安適凡
特”內的任何成分過敏之病人。
嚴重的腎不全(腎絲球過濾率<30 毫升/分鐘/1.73 體表面積)及/或肝受
損之病人。
4.4

特別警告及使用前注意事項
曾有使用含 mesalazine 製劑以及 mesalazine 前驅藥物期間，發生包
括極小變化的腎病變(minimal change nephropathy)，急性/慢性間質
性腎炎及腎衰竭的腎功能不全報告。已確定患有輕微至中度腎不全
病人使用 “安適凡特”應小心。建議所有病人在開始進入療程前都要
先評估腎功能，在治療期間須定期評估腎功能。
慢性肺功能不全病人，尤其氣喘病人，有發生過敏反應的危險應密
切監測。
曾有極罕見的報告指出在使用 mesalazine 治療後,發生嚴重血液惡
質(blood dyscrasias)。如病人發生無法解釋的出血、瘀傷、紫斑、貧
血、發燒或喉嚨痛，應進行血液學檢查。一旦懷疑有血液惡質問
題，應停止治療(參見 4.5 節及 4.8 節)。
曾有“安適凡特”和其他含 mesalazine 成分的製劑發生極為罕見的
mesalazine 引發的心臟過敏反應(心肌炎和心包炎)。開立此類藥物給
易發生心肌炎或心包炎病人需特別小心。如懷疑出現此類過敏反
應，絕對不可以再度投與含 mesalazine 的藥物。
曾有通報嚴重皮膚不良反應(Severe cutaneous adverse reactions，
SCAR)，例如 Stevens-Johnson 症候群(SJS)和毒性表皮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TEN)與 mesalazine 治療有關。在第一次出現
嚴重皮膚反應的徵兆和症狀時，例如皮疹、黏膜病變或任何其他過
敏反應症狀，應停用 mesalazine。
Mesalazine 已知與急性不耐症候群(acute intolerance syndrome)有
關，該症候群與發炎性腸道疾病發作很難區分。雖然未知確切的發
生率如何，在所做過 mesalazine 或 sulphasalazine 的臨床對照試驗
中，有 3%病人發生此類症候群。症狀包括絞痛、急性腹痛與血便、
腹瀉、偶有發燒、頭痛跟紅疹。如懷疑出現此類急性不耐症候群，
應立即停藥且絕對不可以再度投與含 mesalazine 的藥物。
曾有病人服用含 mesalazine 製劑後肝酶增加的報告。肝功能不全病
人投與 “安適凡特” 應特別小心。

生育力、懷孕與授乳
懷孕

“安適凡特” 應每日一次口服投予。本藥錠需與食物併用，不可咬碎或咀
嚼。
包含老年人(>65 歲)在內的成年人 ：
誘導緩解：每日一次，每次 2.4 到 4.8 公克 (2 到 4 錠) 。若病人用較小
劑量的 mesalazine 仍無反應，可用至最高建議劑量 4.8 公克。
每日 4.8 公克之用法用量只完成 8 週之對照臨床試驗，超過 8 週之安全
性及療效尚未確立。

4.3

與其他藥物間的交互作用以及其他形式的交互作用

生育力
資料顯示 mesalazine 對男性生育力無影響。
4.7

開車及操作機器
未做過對開車及操作機器的影響試驗。一般認為 “安適凡特”幾乎不
影響這些能力。

4.8

不良反應
綜合“安適凡特”臨床研究的安全性分析，包含 3611 位病人的資料，
最常被通報的藥品不良反應(ADRs)為結腸炎 (包括潰瘍性結腸炎)
5.8%，腹痛 4.9%，頭痛 4.5%，肝功能檢測異常 2.1%，腹瀉 2.0%
和噁心 1.9%。
不良反應(ADR)以器官系統類別列表(參閱下表)。在各器官系統類別
內，不良反應再依照頻率分類列表：很常見(≥ 1/10)；常見 (≥1/100
至 < 1/10)；不常見(≥1/1000 至 <1/100)；罕見(≥1/10000 至
<1/1000)；未知(無法從現有的資料估算)。
與“安適凡特”有關的不良反應
頻率
不良反應
不常見
血小板減少*
罕見
顆粒性白血球缺乏症*
血液及淋巴系統異常
再生不良性貧血*、白血球減
未知
少*、嗜中性白血球減少*、全
血球減少*
不常見
臉部水腫
過敏*、過敏性休克、血管性
免疫系統異常
未知
水腫、藥疹伴有嗜伊紅血球增
加與全身症狀
常見
頭痛*
不常見
頭暈、嗜睡、顫抖
神經系統異常
未知
顱內壓上升、神經病變
耳朵及內耳方面異常
不常見
耳朵痛
器官系統分類

心臟方面異常
血管異常
呼吸道、胸部及縱膈
膜發生異常

不常見

心跳過速

未知
常見
不常見
不常見

心肌炎*、心包炎*
高血壓
低血壓
咽喉痛*
過敏性肺炎(包括間質性肺
炎、過敏性肺泡炎、嗜伊紅性
肺炎)、支氣管痙攣
腹脹、腹痛*、結腸炎、腹瀉
*、消化不良、嘔吐、脹氣、
噁心
胰臟炎、直腸息肉
肝功能檢查異常* (如：ALT，
AST，膽紅素)
肝炎、膽結石、肝毒性
皮膚搔癢、皮疹*
痤瘡、禿髮、蕁麻疹
光敏感性*

未知

由於 sulphasalazine 與 mesalazine 間存在交叉過敏反應的潛在危險
性， 因此治療對 sulphasalazine 過敏病人要特別小心。
上消化道器官性或功能性阻塞可能延遲本藥品的起始作用。

胃腸消化系統異常

曾報導使用 mesalazine 發生腎結石病，包括 mesalazine 含量為 100
％的結石。 建議在治療期間確保攝入足夠的液體。
本藥品的最高建議劑量(4 錠)含有少於 1 毫莫耳的鈉(23 mg)，亦即基
本上是”無鈉”的。

不常見
肝膽系統異常

檢驗數據干擾
因為 mesalazine 的主要代謝物 N-acetylaminosalicylic acid (N-Ac-5ASA)的液相色譜與 normetanephrine 相似，故 mesalazine 用藥期

常見

皮膚及皮下組織異常

常見
未知
常見
不常見
罕見

未知

肌肉骨頭和結締組織
異常

常見
不常見
未知
罕見

腎臟及泌尿系統異常
生殖系統和乳房異常
全身性的障礙及給藥
部位狀況
*參見 4.4 節

未知

Stevens-Johnson 症候群*、毒
性表皮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TEN)*
關節痛、背痛
肌肉痛
類似全身性紅斑性狼瘡症候
群、類紅斑性狼瘡
腎衰竭*
間質性腎炎*、腎病症候群*、
腎結石症

未知

少精症(可逆)

常見

全身無力、倦怠、發燒*

特定不良反應說明

顱內壓上升
曾有使用 mesalazine 後出現有視乳突水腫(papilledema；假性腦瘤或良性顱
內高壓)的顱內壓上升的報告。若未發現可能導致視野缺損，且進展為永久
性失明。出現此症狀時應停止使用 mesalazine。

光敏感性
較嚴重的反應發生在既有皮膚疾病(如異位性皮膚炎)的病人中。
Stevens-Johnson 症候群(SJS)和毒性表皮溶解症(TEN)
曾有通報嚴重皮膚不良反應(SCAR)，例如 Stevens-Johnson 症候群(SJS)和
毒性表皮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TEN)與 mesalazine 治療有關。
(參見 4.4 節)
疑似不良反應通報
藥品在上市後通報疑似不良反應是很重要的，持續監測藥品利益/風險的評
估。請依據國內「嚴重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辦法」辦理。
4.9

中毒

“安適凡特” 是一種胺基水楊酸類藥物，水楊酸中毒的病徵包括耳鳴、眩
暈、頭痛、混亂、思睡、肺水腫、因流汗而脫水、腹瀉與嘔吐、低血糖、
換氣過度、電解質以及血液酸鹼值失衡還有體溫過熱。
水楊酸中毒的傳統療法應該對於 “安適凡特”急性中毒有幫助。應投與適當
的療法矯正低血糖、體液與電解質失衡問題，必須維持足夠的腎功能。
5 藥理作用
5.1 藥效學性質
藥效分類：胺基水楊酸塩及其類似物
ATC 碼： A07E C02
作用機轉
Mesalazine 是一種胺基水楊酸塩。其作用機轉尚未完全清楚，但很顯然對結腸
上皮細胞具有局部的抗發炎作用。發炎性腸道疾病人者其黏膜製造花生四烯酸
代謝物增多，此製造過程經由環氧酶與脂氧酶兩種途徑，mesalazine 可能經由
阻斷環氧酶並抑制大腸的前列腺素製造而減少發炎現象。Mesalazine 可以抑制
NFκB 的活化，因而抑制主要促發炎細胞激素（key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的產生。最近研究認為 PPAR-γ 核受體（γ-form of the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s, PPAR-γ）的受損可能與潰瘍性結腸炎有關。
PPAR-γ 受體促效劑顯示對潰瘍性結腸炎的療效且所累積的證據顯示
mesalazine 的作用機轉可能是經由 PPAR-γ 受體來作用。

伽瑪閃爍造影術試驗顯示正常健康志願受試者服用單一劑量“安適凡特”1.2 公
克，藥物很快很完整的通過上消化道。閃爍造影影像顯示結腸中有放射線標記
的顯跡物經過的蹤跡，表示 mesalazine 充滿在此消化道區域中。“安適凡特”約
在 17.4 小時後完全崩散並釋放出所有的 mesalazine.
安適凡特”對健康志願受試者以每天一次給予 2.4 或 4.8 公克單一劑量達 14 天
後， mesalazine 的總吸收率大約是給予劑量的 21-22%。
在一項單劑量試驗中以 1.2g、2.4g 及 4.8g 本品給予禁食的健康受試者。平均
二小時後可偵測到血中 mesalazine 的濃度，9-12 小時後達到最高血中濃度。個
體中的藥動學參數有很大的差異。以血中濃度曲線下面積（AUC）而言，
Mesalazine 全身性暴露量在 1.2g 和 4.8g 之間成比例的增加。最高血中濃度
(Cmax)在 1.2g 和 2.4g 間與劑量成比例增加，在 2.4g 和 4.8g 間則增加比例較劑
量比例小，4.8g 的 Cmax 值依劑量校正後，平均而言，約是 2.4g 的 74%(幾何
平均數)。
對 56 位健康志願受試者隨標準餐投與 “安適凡特”2.4 以及 4.8 公克單一或多
重劑量的藥物動力學試驗顯示，單一劑量服用後 4 小時可測到 mesalazine 的血
中濃度，8 小時達到最高濃度。2.4 公克或 4.8 公克劑量在達到穩定狀態時(一
般在給藥後 2 天達到) 5-ASA 的蓄積量分別高出單一劑量藥動學預期所得的
1.1 倍跟 1.4 倍。
給 4.8g 單一劑量與高脂飲食會延緩吸收，給藥後 4 小時可測到 mesalazine 的
血中濃度。但高脂飲食比起禁食狀態會增加 mesalazine 的全身暴露量(平均
Cmax：↑91%；平均 AUC：↑16%)。在 Phase III 試驗中本品與食物一起給予使
用。
在一項單一劑量的藥動學試驗中，71 名禁食的男性健康受試者與女性受試者
(28 名年輕(18-35 歲)，28 名年長(65-75 歲)，15 名老年(>75 歲))服用 4.8g 本
品。結果顯示隨著年齡的增加全身對 mesalazine 和其代謝物 N-acetyl-5aminosalicylic acid 的暴露量增加(Cmax 約二倍)。隨著年齡的增加，對
mesalazine 的排除能力明顯變慢，但個體間有高變異性。透過估算的肌酐酸廓
清率顯示個別受試者其全身性暴露量與其腎功能呈反比關係。
分布：
本品給藥後 mesalazine 的分布情形據推測應與其他含 mesalazine 的產品類似。
Mesalazine 分佈體積相當小，大約 18 公升顯示其可滲透到血管外的量少。
Mesalazine 的血漿蛋白質結合率為 43%，N-乙醯-5-胺基水楊酸塩在體外試驗
時當血漿濃度則分別達到 2.5 微克/毫升以及 10 微克/毫升時的結合率則為 7883%。
生物轉化作用：
Mesalazine 唯一的主要代謝物為 N-乙醯-5-胺基水楊酸，此代謝物無藥理活
性。是經由肝臟與腸道黏膜細胞的細胞質中 N-乙醯轉移酶-1(NAT-1)作用所形
成。
排泄：
已吸收的 mesalazine 排泄作用主要在代謝成 N-乙醯-5-胺基水楊酸 (乙醯化作
用)後經由腎臟排出。不過，也有一點點未經代謝的原型藥由尿中排出。
在服藥 24 小時達穩定狀態時，約有 21-22%的劑量被吸收，少於 8%的劑量未
經代謝的原型藥由尿液中排出，相較之下 N-乙醯-5-胺基水楊酸代謝物則有大
於 13%自尿液中排出。在給予本品 2.4 公克和 4.8 公克後 masalazine 和主要代
謝物的擬似最終半衰期平均而言分別為 7-9 小時和 8-12 小時。
肝功能不全
沒有關於肝功能不全病人使用本品的資料。本品 4.8 公克單次給藥後，年長者
( >65 歲，平均肌酐酸廓清率 68-76 毫升/分鐘)的 masalazine 全身性暴露量比年
輕的成人(18-35 歲，平均肌酐酸廓清率 124 毫升/分鐘)增加達 2 倍之多。

藥效學作用

腎功能不全

“安適凡特”錠劑包含一個多重基質系統，其內核心含 mesalazine (5aminosalicylic acid) 1.2 公克，此系統以 methacrylic acid – meth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 (1:1) 和 methacrylic acid – meth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 (1:2)包覆起
來，這種設計使其在酸鹼值大約 7 左右緩慢釋放出 mesalazine。

全身性暴露量與肌酐酸廓清率呈現反向相關性。

臨床效果與安全性
“安適凡特” 曾以兩個第三期安慰劑對照試驗(試驗 SPD476-301 與試驗
SPD476-302) 評估過，這兩個試驗設計相似，共有 623 位隨機分配的輕至中度
活動性潰瘍性結腸炎病人參與。“安適凡特”分別以 2.4 公克/天以及 4.8 公克/天
的劑量隨餐服用，經過八星期療程，達到潰瘍性結腸炎緩解的病人比例統計上
勝過安慰劑組。所謂緩解是以潰瘍性結腸炎疾病活性指數(UC-DAI)小於 1 且
直腸出血和排便次數評分為 0、以乙狀結腸鏡檢至少比基準點減少 1 分。
SPD476-302 號試驗包括一個以 mesalazine pH7-緩釋錠 2.4 公克/天(分成 3 次，
每次服用 0.8 公克) 為內部參考的比較組。達到緩解的結果如下表：
表 1：八週達到緩解的病人百分比
試驗 SPD476-301 (262 人#)
安慰
“安適凡特”
“安適凡特”
劑
2.4 公克/天， 4.8 公克/天，
分成兩次服用 一天服用一次
34.1*
29.2*
達到緩解的病 12.9
人百分比 %
試驗 SPD476-302 (341 人#)
Mesalazine
安慰
“安適凡特”
“安適凡特”
劑
2.4 公克/天， 4.8 公克/天， pH7-緩釋錠 2.4 公克
一天服用一次 一天服用一次 /天，分成 3 次服用
40.5*
41.2*
32.6NS
達到緩解的病 22.1
人百分比 %
#
依據 ITT 群體計算; * 統計上比安慰劑有意義(p<0.025); NS 無意義 (p>0.05)
5.2

尚未有對年長者進行本品藥動學研究的數據。
臨床上年長族群使用本品時要考慮潛在的安全性問題。而且，腎功能不全的病
人，會因而降低排泄速率增高 mesalazine 全身濃度，進而提升腎毒性不良反應
的風險。(參考 4.4)
本品在不同的臨床試驗中顯示女性 mesalazine 血漿 AUC 比男性高達 2 倍之
多。
依據有限的藥品動力學資料顯示，白種人與西班牙人的 5-ASA 和 Ac-5-ASA
藥動學資料似乎差不多。
5.3

前臨床安全報告

非臨床試驗的作用，只在暴露量超過最高人體暴露量時被發現，其結果與臨床
使用並無明顯重要性。
6

製劑特色

6.1

不相容性

無資料

6.2

有效期限

參見外盒標示

6.3

儲存條件

25°C 以下，請放置於原包裝內以免受潮。

6.4

包裝材料

其錠劑是以可壓出鋁箔泡殼之 聚醯胺/鋁箔/PVC鋁箔包裝。
每一盒含有60或120錠。市面上可能只有販售其中一種包裝。
6.5

丟棄須知

無特別要求

製造廠：Cosmo SpA
廠址：Via C, Colombo, 1, 20020, Lainate-Milan, Italy
廠商：台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號17樓

藥動學性質

Mesalazine (5-ASA)的作用機轉未被全然了解但應是局部作用，因此 “安適凡
特”的臨床療效與其藥品動力學資料不相關。Mesalazine 主要廓清 途徑是經由
代謝變成不具藥理活性的 N-乙醯-5-胺基水楊酸塩(Ac-5-ASA)。
吸收

年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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