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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免敏點眼液0.7%
PAZEO* (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
ophthalmic Solution) 0.7%
衛部藥輸字第026887號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1 適應症
PAZEO適用於治療過敏性結膜炎引起的
眼睛搔癢。
2 劑量與給藥方式
PAZEO的建議劑量為1天1次，於患眼使
用1滴點眼液。
3 劑型與劑量
眼用溶液：每毫升溶液含有7.76毫克的
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0.7%
olopatadine free base）。
4 禁忌症
無。
5 警語與注意事項
5.1 尖端與溶液的汙染
每次使用點眼液時，應注意藥瓶滴頭尖端
不要碰觸到眼瞼或周圍區域，以預防尖端
與溶液的汙染。不使用時，請保持瓶蓋鎖
緊。
5.2 隱形眼鏡的使用
眼睛發紅時，病患不應配戴隱形眼鏡。
PAZEO溶液中的防腐劑－羥基氯苯胺（
benzalkomium chloride）可能會被
軟式隱形眼鏡吸收。應指示配戴軟式隱形
眼鏡且其眼睛沒有發紅的病患，滴注
PAZEO後請至少等待5分鐘，再配戴隱
形眼鏡。
6 不良反應
6.1 臨床試驗經驗
由於臨床試驗是在各種不同的狀況下進行
，某項藥物臨床試驗中觀察到的不良反應
率，無法與其他藥物臨床試驗的不良反應
率直接比較，亦不能反映實際臨床觀察到
的不良反應率。
在一項隨機分配、雙盲、安慰劑對照的試
驗中，具有發生過敏性結膜炎風險的病患
，連6週雙眼接受1滴PAZEO（人數=
330）或安慰劑（人數= 169）。此族
群的平均年齡為32歲（範圍2至74歲）
。35%的病患為男性，53%病患的虹膜
為棕色，而23%病患的虹膜為藍色。接

受PAZEO或安慰劑治療的病患中，有
2-5%發生最常通報的不良反應。這些事
件為視力模糊、眼睛乾澀、淺層點狀角膜
炎、味覺障礙和眼睛感覺異常。
8. 特殊族群的使用
8.1 懷孕
風險概要
目前尚未在懷孕婦女中進行足夠或控制良
好的PAZEO試驗。對大鼠投予
olopatadine人類眼用最大劑量（
maximum recommended human
ophthalmic dose ,
MRHOD）的1,080至14,400倍時，
發現對母體或胎兒造成毒性。投予
MRHOD的45至150倍劑量時，則未發
現對大鼠後代造成毒性。只有在對胎兒的
潛在益處高於潛在風險時，才可在懷孕期
間使用olopatadine。
動物資料
在一項兔子胚胎及胎兒試驗中，於器官發
育期給予兔子口服每天每公斤400毫克
，發現活產率下降。以體表面積每平方公
尺暴露毫克數計算，此劑量相當於
MRHOD的14,400倍。
研究顯示，給予大鼠口服每天每公斤
600毫克（MRHOD的10,800倍）的
olopatadine，對母體具有毒性，會造
成死亡和降低母體體重的增加。於大鼠器
官發育期間給予olopatadine，每天每
公斤60毫克（MRHOD的1,080倍）劑
量會導致上顎裂隙，每天每公斤600毫
克則會降低胚胎胎兒的存活能力及胎兒體
重下降。懷孕後期至哺乳時投予
olopatadine，每天每公斤60毫克會導
致新生兒存活率下降，每天每公斤4毫克
會降低後代體重的增加。每天每公斤2毫
克olopatadine則未對後代產生毒性。
給予大鼠口服每天每公斤1毫克
olopatadine時，觀察到全身性血漿濃
度曲線下面積（AUC）範圍比人類建議
眼用劑量暴露量（9.7 ng·hr/mL）高
45至150倍。
8.3 授乳母親
給予授乳大鼠口服藥物後，發現
olopatadine存在於乳汁中。授乳期間
口服投予olopatadine每天每公斤4
毫克以上劑量會降低大鼠後代體重的增加
；olopatadine每天每公斤2毫克劑量
則未造成毒性。給予大鼠口服每天每公斤
1毫克olopatadine時，觀察到全身性
血漿濃度曲線下面積（AUC）範圍比人
類建議眼用劑量暴露量（9.7
ng·hr/mL）高45至150倍。目前尚
不清楚局部眼用是否會造成足夠的全身性

12 臨床藥理學
12.1
作用機轉
Olopatadine是一種肥大細胞穩定
劑和組織胺H1拮抗劑。亦被證實
能降低化學趨向性和抑制嗜酸性白
8.4 兒童使用
血球的活性作用。
已建立PAZEO使用於2歲以上兒
12.3
藥物動力學
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這些兒
童病患中使用PAZEO，是由
連續7天給予健康受試者局部眼用
PAZEO在成人進行足夠且控制良 劑量（0.77%）兩眼1天1滴PAZEO，
好的試驗，以及一項足夠且控制
olopatadine穩定態血漿中最大濃
良好在兒童和成人病患中評估
度（Cmax）和12小時曲線下面積
PAZEO的安全性試驗，獲得證據 （AUC0-12）之平均值±標準差
支持。
（範圍）分別為1.6 ± 0.9
ng/mL（0.6至4.5 ng/mL）和
9.7 ± 4.4 ng*h/mL（3.7至21.2
8.5 老年人使用
ng*h/mL）。給予第1次劑量後，
整體而言，在老年人與較年輕的
這些受試者olopatadine 的Cmax
病患之安全性與有效性並未見明
和AUC0-12與第7天測量時相似，
顯差異。
表示PAZEO重複局部眼睛給藥後，
olopatadine沒有全身性累積的情
形。達到olopatadine最大血中濃
11 藥物說明
度時間（Tmax）的中位數（範圍）
PAZEO是一種無菌眼用溶液，內 是2.0小時（0.25至4小時）。
含肥大細胞穩定劑olopatadine， olopatadine排除半衰期的平均值
作為眼睛局部使用。Olopatadine ±標準差（範圍）為3.4 ± 1.2小
hydrochloride是一種白色結晶水 時（2至8小時）。雙眼局部給予
溶性粉末，分子量373.88，分子 PAZEO眼用劑量後的4小時內，約
式為C21H23NO3·HCl。
半數受試者及少於10%收集的全
血漿檢體中可測得N-oxide
化學結構如下：
olopatadine（M3），第1天濃度
N
不超過0.121 ng/mL，第7天濃度
HCI
不超過0.174 ng/mL。無任何受
O
試者的血漿檢體經藥物動力學（
PK）分析發現mono-desmethyl
OH
olopatadine（M1）濃度超過最
低可測值（0.05 ng/mL）。
暴露，而導致人類乳汁中含有可
偵測的藥量。因此，PAZEO用於
授乳母親時，應特別小心。

O

化學名稱：
11-[(Z)-3(dimethylamino)
propylidene]-6-11
dihydrodibenz[b,e]
oxepin-2-acetic acid,
hydrochloride
每毫升PAZEO溶液含有活性成分
［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
7.76毫克（olopatadine 7毫克）］
和以下非活性成分：povidone、
hydroxypropyl-gamma-cyclod
extrin、polyethylene glycol
400、hydroxypropyl
methylcellulose、boric acid、
mannitol、0.015%
benzalkonium chloride（防腐劑）
、hydrochloric acid/sodium
hydroxide（用以調整pH值）、和
purified water。
PAZEO溶液的pH值約為7.2，滲
透壓約為300 mOsm/kg。

13 非臨床毒理學
13.1
致癌性，致突變性，危害
生育力
致癌性
對小鼠和大鼠分別口服投予
olopatadine高達每天每公斤500
毫克和200毫克時，沒有致癌性。
以60公斤人類給予35μL滴注量計
算，這些劑量約為4,500和3,600
倍的MRHOD（根據每平方公尺暴
露毫克數計算）。
致突變性
體外沙門氏桿菌回覆突變（Ames
）測試、體外哺乳類染色體畸變測
定或小鼠體內微核檢測中，皆未觀
察到olopatadine有潛在的致突變
性。

危害生育力
單次口服給予每天每公斤400毫
克olopatadine（約相當於7,200
倍的MRHOD）對公鼠和母鼠造成
毒性，且導致生育指數下降和著床
率下降。每天每公斤50毫克（約
相當於900倍的MRHOD）劑量
則對生育力沒有影響。
14 臨床試驗
PAZEO的療效由2項隨機分配、
雙盲、安慰劑對照且針對具過敏
性結膜炎病史者進行結膜過敏原
挑戰測試（conjunctival
allergen challenge, CAC）之臨
床試驗證實（試驗1及2）。
試驗1中，病患經隨機分配接受以
下一種試驗藥品治療：PAZEO、
PATADAY或眼用溶液安慰劑。
試驗2中，病患經隨機分配接受一
種以下試驗藥品治療：PAZEO、
PATADAY、PATANOL或眼用
溶液安慰劑。
進行CAC後，依照眼睛搔癢嚴重
程度評分標準，由0（無搔癢情形
）至4分（妨礙正常生活或工作的
搔癢情形）在數個時間點對病患
進行評估。表1分別顯示試驗1和
試驗2利用CAC模式在眼部給予特
定過敏原後，眼睛搔癢嚴重程度
的平均分數。眼睛搔癢嚴重程度
評分與安慰劑差值達1單位者，被
認定為具有臨床意義的差異。

兩項試驗結果顯示：在試驗治療
30至34分鐘、16小時和24小時
後，PAZEO相較於安慰劑，具有
統計上顯著較優的眼部搔癢緩解效
果。PAZEO相較於PATADAY，
在試驗治療24小時後具有統計上
顯著較優的眼部搔癢緩解效果，但
於試驗治療30至34分鐘後則未具
顯著差異。
16 供給/儲存和處理方式
PAZEO（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眼用溶液）0.7%
是以白色橢圓型低密度聚乙烯
DROP-TAINER分注器、一個低密
度聚乙烯分注塞和一個白色聚丙烯
瓶蓋盛裝。包裝頸部和鎖緊處有一
個收縮帶，作為拆封警示之用。
PAZEO是以1個容積為4毫升的瓶
子內裝2.5毫升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的眼用溶液［每毫
升含olopatadine hydrochloride
7.76毫克（0.7% olopatadine
free base）]。
儲存：
儲存於30°C以下。不使用時，請
保持瓶蓋鎖緊。開封後32天內用
完。
17 病患諮詢資訊
污染風險：建議病患眼瞼或周
圍區域不要碰觸到滴頭尖端，這可
能會污染滴頭尖端和眼用溶液。

表1、依治療組別的平均搔癢分數和平均搔癢分數的組間差異*
時間點
PAZEO ophthalmic solution PATADAY ophthalmic solution
（olopatadine, 0.7%）
olopatadine, 0.2%）
試驗1
（人數= 66）
（人數= 68）
平均值
平均值 差值（95%信賴區間） 平均值
起始時
3分鐘
0.36
0.39
-0.02
1.90
間
(-0.31, 0.26)
5分鐘
0.53
0.61
-0.08
2.06
(-0.39, 0.22)
7分鐘
0.48
0.61
-0.13
1.97
(-0.44, 0.17)
16小時
3分鐘
0.70
0.87
-0.17
2.20
(-0.44, 0.11)
5分鐘
0.79
1.04
-0.24
2.27
(-0.55, 0.07)
7分鐘
0.75
0.98
-0.23
2.13
(-0.54, 0.08)
24小時
3分鐘
0.93
1.41
-0.48
2.54
(-0.76, -0.20)
5分鐘
1.10
1.52
-0.42
2.62
(-0.72, -0.12)
7分鐘
1.09
1.50
-0.41
2.50
(-0.72, -0.10)
試驗2
起始時
間

24小時

3分鐘

（人數= 98）
0.38

0.47

5分鐘

0.53

0.61

7分鐘

0.65

0.61

3分鐘

1.01

1.33

5分鐘

1.22

1.48

7分鐘

1.25

1.41

配戴隱形眼鏡時併用：提醒
病患眼睛發紅時不要配戴隱形眼
鏡。提醒病患PAZEO不應用來治
療與隱形眼鏡有關的刺激。提醒
病患點用PAZEO前將隱性眼鏡取
下。PAZEO溶液中的防腐劑
-benzalkonium chloride，可能
會被軟式隱形眼鏡吸收。PAZEO
使用後5分鐘，可以再重新配戴隱
形眼鏡。

（人數= 99）
-0.09
(-0.28, 0.09)
-0.08
(-0.29, 0.12)
0.04
(-0.18, 0.26)
-0.31
(-0.57, -0.06)
-0.26
(-0.51, -0.01)
-0.16
(-0.42, 0.11)

1.91
1.99
1.82
2.30
2.37
2.14

安慰劑
（人數= 68）
差值（95%信賴區間）
-1.54
(-1.82, -1.25)
-1.53
(-1.84, -1.22)
-1.49
(-1.80, -1.18)
-1.50
(-1.77, -1.23)
-1.48
(-1.79, -1.16)
-1.38
(-1.69, -1.07)
-1.61
(-1.88, -1.33)
-1.51
(-1.81, -1.21)
-1.41
(-1.72, -1.11)
（人數= 49）
-1.53
(-1.76, -1.30)
-1.46
(-1.71, -1.22)
-1.17
(-1.45, -0.90)
-1.29
(-1.60, -0.97)
-1.15
(-1.46, -0.84)
-0.89
(-1.22, -0.57)

* 估計的平均分數、組間差異和對應的95%信賴區間（CI），是以眼（左或右）的搔癢分數做為應變項，並以試驗主持人、治療組
別、眼睛別（左或右）、時間和時間-治療組別交互作用為固定效應。以兩混合模型重複測量分析而得；
眼睛搔癢分數範圍為0至4，0表示無搔癢情形，4表示妨礙正常生活或工作的搔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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