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拉特 [抗血友病因子(重組), Fc融合蛋白]

9.

(6歲以下，每
12-24 小 時 重
複投予)

ELOCTATE®
凍晶注射劑 250, 500, 750, 1000, 1500, 2000, 3000國際單位
衛部菌疫輸字第001026, 001027, 001028, 001029, 001030, 001031, 001032號
本藥限由醫師使用

10.
11.

嚴重
顱內、腹腔內
或關節置換手術

1 適應症
治療與預防A型血友病患者(先天性第八凝血因子缺乏症)的出血。
說明：ELOCTATE不適用於治療溫韋伯氏病(von Willebrand disease)

80-120
(術前和術後)

術前：

術前給予

40-60

40-60IU/Kg
並於8-24小時
後重複投予

重複：
40-50

2 用法用量
只能用於配製後靜脈注射。
2.1 給藥指引
- 對於不曾接受過第八凝血因子產品治療的患者(PUPs)，目前資料不足，其療效
與安全性尚未確立。
- 根據第八凝血因子缺乏的嚴重性、出血位置和程度以及患者的臨床狀況決定治
療劑量和療程時間。在大手術或危及生命的出血事件的情況下，需仔細監測替
代療法。
- 每瓶ELOCTATE都以國際單位(IU)標示第八凝血因子效價。每國際單位(IU)對應
正常人體的一毫升血漿中所含的第八凝血因子的活性。
- 效價是用產色物質分析法(chromogenic substrate assay)測定。研究顯示，血漿第
八凝血因子的含量測定可使用臨床實驗室常規使用的產色物質分析或是單步驟
凝血分析法。
- 計算所需的第八凝血因子劑量是依照給予1IU/每公斤體重的第八凝血因子可提
高血漿第八凝血因子濃度2IU/dL的經驗法則。預期的體內第八凝血因子峰值增
加是使用以下公式來計算，以IU/dL (或正常值%)表示:

40-50IU/Kg
(6歲以下，每
6-24小時重複
投予)，接著每
24小時投予，
以維持第八凝
血因子活性於
目標範圍內。

直到傷口適
當癒合，並維
持第八凝血
因子活性於
目標範圍內
至少 7 天。

常規預防
-

建議起始劑量為每4天給予50IU/公斤的ELOCTATE。
依據個人反應來調整劑量，劑量範圍25-65 IU/公斤，時間間隔3-5天。小於6歲
的兒童可能需要更頻繁或更高的劑量(最高80 IU/公斤)。[見臨床藥理學（12.3）]

2.2 配製
1.
使用無菌操作(清潔和無菌)並在平坦之工作平台進行配製。
2.
使用前讓ELOCTATE小瓶和預充填稀釋液注射器回溫至室溫。
3.
移除小瓶上塑膠蓋，用酒精棉片擦拭橡膠瓶塞。讓橡膠瓶塞乾燥。
4.
完全撕去小瓶轉接器的包裝蓋子。不要將小瓶轉接器由包裝中取出或是接觸包
裝內側。

預期的第八凝血因子增加IU/dL(或正常值%) = [總劑量(IU)/體重(kg)] x 2 (IU/dL每
IU/kg)
要達到預期的體內第八凝血因子峰值增加可使用以下公式來計算:
需投予劑量(IU) = 體重(kg) x 預期的第八凝血因子增加(IU/dL或正常值%)量 x 0.5
(IU/kg每IU/dL)
-

不 同 患 者 的 藥物動力學(如 半 衰 期、體 內 回 收 率 )和 臨 床 反 應 可 能 不
同。 請 依 據 個 體 臨 床 反 應 調 整 ELOCTATE的 給 藥 劑 量 和 頻 率 。
小於6歲的兒童患者可能需要調整劑量。[見使用於特定族群(8.4)] 對於6歲以
上的患者，通常不需調整劑量。

5.

控制和預防出血
ELOCTATE 用於控制和預防出血的劑量列於表一。應考慮維持第八凝血因子活性等
於或高於目標範圍。
表一: 用於控制和預防出血的劑量
出血種類
需要的第八凝血
劑
量
給藥頻率(小
療程長度(天
因 子 濃 度 [IU/dL
時)
數)
(IU/Kg)
或正常值%]
輕度和中度
每24-48小時
直到停止出
40-60
20-30
例如:
重複投予
血並且傷口
關節、無神經血
癒合
管損傷的淺層肌
(6歲以下，每
肉出血（髂腰肌
12-24小時重
除外）、深撕裂
複投予)
傷、腎、淺層軟
組織、黏膜出血
嚴重
每12-24小時
直到停止出
80-100
40-50
例如：
重複投予
血 ( 約 7-10
危及生命或肢體
(6歲以下，每
天)
的出血、髂腰肌
8-24 小 時 重
和有神經血管損
複投予)
傷的深層肌肉、
腹膜後、顱內或
胃腸道出血

將小瓶置於平坦堅固表面並用一隻手固定小瓶。使用另一隻手將小瓶轉接器裝
在小瓶上。將轉接器針頭置於橡膠瓶塞中心上方，並向下壓直到針頭穿透橡膠
瓶塞並完全插入。

12.

13.
14.
15.

牢，則不可使用。
用另一隻手，抓住蓋子並以90度扳至蓋子脫落。蓋子脫落後將見到注射器玻璃尖端。
不要接觸注射器玻璃尖端或蓋子的內側。
就置於平坦表面的小瓶，將注射器尖端插入轉接器開口。順時針旋轉注射器直到與
轉接器裝牢。
緩慢地壓下注射器推桿將所有稀釋液注入小瓶。在注入完成後推桿可能略微升起，
這是正常的。
於注射器仍連接轉接器時，輕輕旋轉小瓶直到產品完全溶解。不要搖晃。配製後溶
液應為清澈至略微乳白且無色。配製後的ELOCTATE若有可見顆粒或呈霧狀，則不
要使用。
確認推桿已被完全壓下。翻轉倒置小瓶。緩慢拉出推桿將溶液抽入注射器中。小心
不要將推桿完全拉出注射器。
輕輕轉開注射器將其與轉接器分開，丟棄小瓶和連同附著之轉接器。不要接觸注射
器尖端或蓋子內部。
盡快使用配製後的ELOCTATE，不得超過配製後3小時。若配置後未立即使用，請勿
接觸注射器尖端。避免日光直接照射。配製後不可冷藏。
若要合併兩瓶或更多小瓶的ELOCTATE，在上述第12步驟後，依以下步驟合併:
1.
逆時針旋轉注射器直到與轉接器分離。
2.
轉接器仍留置於小瓶上，因為還需要裝上另一個大螺旋固定式注射器(luer lock
syringe)(沒有附於包裝內)。不要先將注射器分離，直到準備好安裝大螺旋固定
式注射器。
3.
將一個獨立的大螺旋固定式注射器以順時針旋轉裝牢。
4.
緩慢地拉出推桿將溶液抽入注射器。
5.
依照此合併步驟操作每個小瓶以得到所需劑量。當合併時，直到準備好下一個
小瓶(裝上轉接器)，否則不要先取下大螺旋固定式注射器。一旦取得所需的劑
量，就使用此大螺旋固定式注射器進行給藥。
2.3 給藥
僅可用於靜脈注射
- 給藥前以肉眼觀察配製後的ELOCTATE有無顆粒物質和變色。如觀察到顆粒物
質或變色則不要使用。
- 不要與其他藥物共用管線或容器來給予配製後的ELOCTATE。
給藥步驟:
把注射器以順時針方向旋轉連接至靜脈注射套管組的連接端並裝牢。
1.
2.
壓下推桿直到所有的空氣從注射器被移除且ELOCTATE達到靜脈注射套管組
的末端。不可讓ELOCTATE從針頭推出。
3.
移除套管組上的針頭保護蓋。
4.
進行靜脈注射(bolus infusion)。依照病患的舒適程度調整給藥速度，不得快於
每分鐘10ml。注射完ELOCTATE後，移除並適當丟棄注射套管組。
3 劑型和劑量
ELOCTATE為凍晶粉末，裝於單次使用小瓶內，每瓶含有標稱效價250、500、750、
1000、 1500、 2000 或 3000國 際 單 位 (IU) 。 第 八 凝 血 因 子 實 際 效 價 標 示 於 每 個
ELOCTATE小瓶上。
4 禁忌症
ELOCTATE 不可使用於已知對本產品會產生危及生命的過敏[包含過敏性反應
(anaphylaxis)]之患者。

6.

往上移除小瓶轉接器之包裝並丟棄。

5 警語及注意事項
5.1 過敏反應
曾經報導過使用ELOCTATE後產生過敏反應。在使用第八因子替代療法曾發生過敏
型的敏感反應包括全身性過敏反應的報告。可能發展為過敏性反應的早期敏感性症
狀可能包括血管神經性水腫，胸悶，呼吸困難，喘鳴(wheezing)，蕁麻疹和皮膚搔癢。
若出現過敏症狀，立即停止ELOCTATE注射並開始適當治療。
5.2 中和性抗體
曾發生在接受Eloctate治療後(包括先前未曾接受過治療者)，對第八因子產生中和性
抗體(抑制劑) 的報告。應藉由適當的臨床觀察及實驗室檢驗來監測使用ELOCTATE
的患者是否有第八凝血因子抑制抗體的產生。若給予ELOCTATE後血液中第八凝血
因子含量沒有如預期的增加或是出血沒受控制，須懷疑抑制抗體(中和性抗體)的產
生並進行適當檢驗[見實驗室檢驗監測(5.3)]。

7.

握住注射推管的末端圓盤。將推管前端放入注射器，順時針旋緊直到相接牢固。只
可使用ELOCTATE套組包裝內提供的稀釋液注射器。

手術前後處置
ELOCTATE 用於手術前後處置的劑量列於表二。應考慮維持第八凝血因子活性等於
或高於目標範圍。
表二: 用於手術前後處置的劑量
手術種類
需要的第八凝
劑
量
給藥頻率(小
療程長度(天
血因子濃度
時)
數)
(IU/Kg)
[IU/dL 或 正 常
值%]
輕度
每24小時重複
最少 1 天直到
50-80
25-40
無併發症的拔牙
投予
傷口癒合

5.3 實驗室檢驗監測
以經過確效的方法(如單步驟凝血分析法)來確認已達到並維持血漿第八凝血
因子的濃度 [見用法用量(2)]。
監測是否產生第八凝血因子的抑制抗體。若血漿中預期的第八凝血因子濃度無
法達到，或是建議的ELOCTATE劑量無法止血時，執行Bethesda 抑制抗體測
試。使用Bethesda單位(BU)來報告抑制抗體含量。
6 不良反應
在臨床試驗中通報的常見不良反應（發生率≥1％）為關節痛以及全身無力。

8.

用一隻手握住位在蓋子正下方的注射器脊部，蓋子朝上。若蓋子已被除去或沒有裝

6.1 臨床試驗經驗
因為臨床試驗是在許多不同情況下進行的，試驗中所觀察到的不良反應發生率不能

直接與另一藥品的臨床試驗相比較，且不一定能反映臨床使用時觀察到的發生率。
在一個多中心、前瞻性、開放性的ELOCTATE臨床試驗中，曾評估164位青少年和
成年嚴重A型血友病(內源第八凝血因子活性<1％或具有嚴重A型血友病基因變異）
並曾接受治療的患者(PTPs，暴露於含第八凝血因子產品≥150天)，病患接受至少一
劑ELOCTATE作為常規預防治療、出血期視需要治療或手術前後處置。共有146位
病患(89%)接受至少26週、23位病患(14%)至少39週治療。
有9位常規預防治療或視需要治療患者(5.5%)通報不良反應(ARs) (總結於表三中)。
兩位因皮疹及關節痛的不良反應而退出。在本試驗中沒有檢測到抑制抗體且沒有過
敏性反應的通報。
表三: ELOCTATE (N=164)不良反應通報
MedDRA系統器官類別
MedDRA 建議用詞
一般及給藥部位
全身乏力
胸痛
感覺冷
感覺熱
神經系統
頭暈
味覺障礙
頭痛
肌肉骨骼
關節痛
關節腫脹
肌痛
胃腸道
下腹痛
上腹痛
血管
血管病變*
高血壓
心臟
心搏過緩
受傷、中毒、及醫療處置
醫療處置後的低血壓
呼吸、胸和縱膈腔
咳嗽
皮膚及皮下組織
皮疹
*試驗主持人用詞: 注射研究藥物後血管疼痛

受試者數n (%)
2 (1.2)
1 (0.6)
1 (0.6)
1 (0.6)
1 (0.6)
1 (0.6)
1 (0.6)
2 (1.2)
1 (0.6)
1 (0.6)
1 (0.6)
1 (0.6)
1 (0.6)
1 (0.6)
1 (0.6)
1 (0.6)
1 (0.6)
1 (0.6)

6.2 免疫生成性
已監測臨床試驗受試者的第八凝血因子中和性抗體。沒有受試者確認產生第八凝血
因子的中和性抗體。一個25歲的受試者在第14週有短暫的中和性抗體陽性反應0.73
BU，但在18天後以及接下來的複試都無陽性反應。
抗體的檢驗與許多因素相關，包含測試的敏感性以及專一性、樣品處理、採樣的時
間、合併用藥以及潛在疾病。
6.3 上市後使用經驗
上市後使用經驗，觀察到有第八凝血因子抑制抗體的產生與過敏的報告。
7 使用於特定族群
7.1 懷孕
懷孕分級C
尚未進行ELOCTATE的動物生殖研究。亦未知ELOCTATE用於孕婦是否會傷害胎兒
或影響生育能力。ELOCTATE應僅於臨床必要時才給予孕婦。
7.2 授乳婦女
目前尚不清楚ELOCTATE是否會分泌於母乳中。由於許多藥物都會分泌於母乳中，
給予授乳婦女ELOCTATE時應謹慎。
7.3. 兒童使用
在兒童的藥物動力學研究已顯示兒童有比成人較短的半衰期和較低的第八凝血因子
回收率。因為廓清率(按每公斤體重計算)在幼兒(二到五歲)患者顯著較高，可能需要
給予較高的每公斤體重劑量及/或更頻繁的給藥。[見臨床藥理學(12.3)]
安全性以及有效性研究中評估了56位曾接受第八凝血因子治療(PTPs)的兒童患者
(小於18歲並接受過最少一次的ELOCTATE治療作為常規預防、視需要治療或手術前
後處置)。青少年受試者是參與成人和青少年的安全性及療效試驗，小於12歲的患者
是參與正在進行的兒童試驗。其中12人（21％）是小於6歲，31人（55％）為6至12
歲，13人（23％）為青少年（12至18歲）。從38位小於12歲兒童的期中分析藥動學
資料顯示，≥6歲的患者不須調整劑量。2到5歲兒童有較短的半衰期以及較高的廓清
率(依體重校正)，因此可能需要較高的劑量或更頻繁的給藥。[見臨床藥理學(12.3)]
7.4 老年使用
ELOCTATE臨床試驗並未包含足夠人數的65歲及以上的受試者來判斷是否會有不
同於年輕患者的反應。
8 說明
ELOCTATE，抗血友病因子(重組)Fc融合蛋白為無菌無熱原凍晶粉末，用於配製後
靜脈注射。產品以單次使用小瓶包裝，含有標稱效價250、500、750、1000、1500、
2000或3000國際單位(IU)。每瓶ELOCTATE以國際單位標示其實際含量。注射用粉
末之配製，乃使用無菌預充填注射器內裝之3mL無菌注射用水 (SWFI)。配製後產品
包含下列賦形劑: sucrose, sodium chloride, L-histidine, calcium chloride及polysorbate
20。ELOCTATE不含防腐劑。

ELOCTATE活性成分是移除B區域(B-domain deleted)之重組第八凝血因子Fc融合蛋
白（BDD-rFVIIIFc）。BDD-rFVIIIFc為移除B區域的人體第八凝血因子之類似物共
價鍵結人體免疫球蛋白G1（IgG1）之Fc區域序列的重組蛋白。此分子的第八凝血因
子部分具有90 kDa之重鏈和80 kDa之輕鏈（與內源性第八凝血因子類似)，並由屬於
中央B區域之14個（B區域共908個）氨基酸連結。此第八凝血因子部分具有與內源
性第八凝血因子相似之蛋白質轉譯後修飾。Fc區域部分包含IgG1之鉸鏈、CH2和CH3
區。BDD-rFVIIIFc包含1890個氨基酸，分子量約220 kDa。表現之蛋白質大部分經蛋
白水解成雙鏈分子;但ELOCTATE亦可能含有最多至39％之未經水解的單鏈分子。這
兩種分子都顯示出類似的第八凝血因子活性。
BDD-rFVIIIFc為藉由DNA重組技術利用已被廣泛研究之人類胚胎腎臟細胞株(HEK)
產生。HEK細胞株將BDD-rFVIIIFc表現於不含任何動物或人類來源蛋白質之特定培
養基中。BDD-rFVIIIFc製程使用一系列之管柱層析純化步驟，包含利用酵母菌表現
系統所得之重組單鍊抗體片段進行親和性捕獲(affinity capture)步驟。純化及配方製
程中，沒有使用動物或人類來源蛋白質。製程亦包含兩個針對病毒之清除步驟—病
毒去活化之清潔劑處理步驟及移除病毒之15 nm過濾步驟。
9 臨床藥理學
9.1 作用機轉
ELOCTATE 是一基因重組融合蛋白可暫時取代有效凝血所需的第八凝血因子。
ELOCTATE 含有人體免疫球蛋白G1(IgG1) Fc端，並與新生兒Fc受體(FcRn)結合。
FcRn是一天然途徑，可使免疫球蛋白留在循環中而延遲溶酶體降解，並延長其血漿
半衰期。
9.2藥效學
A型血友病是一出血疾病，其特徵為缺乏具功能的第八凝血因子，導致在體 外 的 活
性 部 分 血 栓 時 間 ( a P T T) 測 試 ( 一 種 已建立的第八凝血因子生物活性的體外試
驗)中 的凝血時間延長。ELOCTATE治療可在有效給藥期間內使a P T T恢 復 正 常 。
9.3 藥物動力學
ELOCTATE (rFVIIIFc)的藥物動力學(PK)是在28位受試者靜脈輸注單劑50IU/kg 10
分鐘後評估。藥物動力學參數(表4)是以單步驟凝血分析法測得的血漿FVIII活性。重
複 投 藥 後 第 14 週 的 藥 動 特 性 與 第 一 次 投 藥 後 的 相 當 。 藥 物 動 力 學 資 料 顯 示
ELOCTATE有延長循環半衰期。
表4: 藥物動力學參數(算術平均, 95%CI)
藥物動力學參數

rFVIIIFc (95%CI)
(N =28)
Cmax (IU/dL)
109 (102,116)
AUC/Dose (IU· h/dL per IU/Kg)
54.1 (47.0, 61.1)
Terminal half-life
19.7 (17.4, 22.0)
CL (mL/kg/h)
2.06 (1.78, 2.34)
MRT (h)
26.1 (23.2, 28.9)
Vss (mL/kg)
49.5 (46.9, 52.2)
Incremental Recovery (IU/dL per IU/kg)
2.26 (2.13, 2.40)
Time to 1% (days)
5.10 (4.54, 5.66)
縮寫：CI=信賴區間；Cmax =血中最高濃度；AUC=曲線下面積；
MRT=平均滯留時間；CL=廓清率；Vss=經體重調整穩定狀態下擬分布體積；Time to
1% = 給藥後FVIII活性下降至高於基準值約1 IU/dL的預估需要天數
兒童和青少年的藥物動力學
ELOCTATE的青少年(12到17歲)藥動參數是來自第三期臨床試驗，兒童(2到5歲以及
6到11歲)藥動參數是來自一開放性、多中心、曾接受治療(PTPs)的兒童臨床試驗。 [見
兒童使用(8.4)]
表5的藥動參數是由48位小於18歲的兒童病患，接受單劑50IU/kg後計算而得。與成
人以及青少年比較，2到5歲兒童的體重調整廓清率較高。這結果顯示2到5歲兒童可
能需要調整劑量。[見兒童使用(8.4)]
6到17歲兒童的藥動評估顯示他們的藥動性質以及其藥動參數的算術平均數與成人
相似。因此，6歲及6歲以上患者不需依年紀調整劑量。
表5: 按年齡分類的ELOCTATE藥動參數比較
1
兒童試驗
藥動參數
2到5歲
6到11歲
IR
(IU/dL per IU/kg)
AUC/Dose (IU·h/dL
per IU/kg)
t½ (h)
MRT (h)
CL (mL/h/kg)

N=10
1.89
(1.75, 2.03)
28.3
(22.1, 34.5)
12.0
(9.55, 14.1)
16.4
(13.0, 19.7)
3.88

N=27
2.44
(2.02, 2.85)
43.7
(35.1, 52.3)
14.6
(11.5, 17.7)
21.1
(16.8, 25.5)
2.70

第三期試驗
12到17歲
N=11
1.85
(1.58, 2.12)
38.7
(34.3, 43.1)
16.4
(14.1, 18.6)
23.1
(19.9, 26.4)
2.66

(2.91, 4.49)
(2.30, 3.09)
(2.34, 2.98)
58.7
49.9
60.3
(54.7, 62.6)
(44.5, 55.3)
(53.3, 67.3)
1
藥動參數是以算術平均值呈現(95%CI)
縮寫：CI=信賴區間；IR=增量回收率; AUC=FVIII的活性時間曲線下面積；
t1/2 =排除半衰期; MRT=平均滯留時間; CL=體重調整廓清率; Vss =經體重調整穩定
狀態下擬分布體積
Vss (mL/kg)

10 非臨床毒理學
10.1 致癌性、致突變性、生育力的損害
ELOCTATE沒有進行長期的動物試驗來評估致癌性。沒有執行ELOCTATE生體外及
生體內致突變性或是對生育力影響的測試。
11 臨床試驗
ELOCTATE的安全性與有效性已於一多中心、前瞻性、開放性的臨床試驗中評估，
比較了兩個預防性治療(個體化給藥間隔和每週固定的給藥間隔)與出血期(視需要給
藥)治療，確認在出血期的止血效果與患者在重大手術之手術前後處置的止血效果。
本試驗共有165位曾接受治療(PTPs)的嚴重A型血友病（內源性FVIII活性≤1%或是具
嚴重A型血友病基因突變）男性患者。患者年齡為12到65歲之間，包含13位12歲至
17歲兒童患者。165位參與的患者中，有164位至少接受過一次ELOCTATE，而有163
位(98%)可用於評估療效。共有153位受試者完成試驗。
出血的控制與預防
106位受試者共有757件出血事件以ELOCTATE治療。大多數的出血事件是自發性的
並侷限於關節。用於治療出血事件的每次注射劑量中位數是27.35（IQR22.73，32.71）
IU/Kg。每個注射後的反應評估由受試者在給藥後的8至12小時做記錄。控制出血的
效果總結於表6。
表6: ELOCTATE控制出血的效果總結
新出血事件
(n=757)
治療出血的注射次數
1次注射
661 (87.3%)
2次注射
79 (10.4%)
3次注射
13 (1.7%)
大於等於4次注射
4 (0.5%)
第一次注射後反應
(n=745)
極佳或佳
78.1%
中等
21.2%
無反應
0.7%
極佳: 立即緩解疼痛及/或改善出血；佳: 明顯緩解疼痛及/或改善出血徵狀但可能需
要再次注射；中等: 可能有益並需要一次以上注射；無反應: 無改善或是情況惡化。
注射反應於治療後約8-12小時評估。

九個患者進行了九個重大的外科手術（兩個腹腔鏡、腹股溝疝氣修補，五個膝蓋手
術、一個闌尾和一個關節鏡）。術前劑量的中位數為51IU/Kg（範圍50 - 77）。手術
當日的總劑量範圍為66到115 IU/ Kg。所有手術除了一例外，止血反應為極佳（失血
/輸血小於或類似非血友病患者；不須額外的ELOCTATE劑量），另一手術反應為佳
(失血大於預期值250毫升內，不須額外的ELOCTATE劑量）。另外有12名患者進行
14個小手術。其中12個小手術有止血反應，評等為11個極佳以及1個佳。

常規預防
已評估常規預防的效果（個體化和每週固定的療程）與視需要治療。總共有117名受
試者接受了個體化、每週兩次的療程，第一天起始劑量25IU/Kg而之後第四天為
50IU/Kg。劑量和時間間隔被調整在每3-5天25 - 65 IU/kg的範圍，以保持最低值在基
礎值上1%和3%之間或更高(臨床顯示需防止出血時)。給藥間隔的中位數是3.5天。在
試驗的最後三個月，112位已接受至少6個月療程的受試者中，111位（99%）可達到
三天或更長時間的給藥間隔，39位（35%）達到4天或更長的給藥間隔時間，並有33
位（29%）達到5天或更長的給藥間隔。23位受試者接受每周一次ELOCTATE 65 IU/
kg，中位治療時間28週。另外有23名受試者接受出血期(視需要)治療的ELOCTATE
來治療出血發作，中位治療時間29週。使用負二項模型(negative binomial model)來
分析年化出血頻率ABR（Annualized Bleeding Rate），與出血期(視需要)治療受試者
組比較，ABR值在個體化預防受試者組統計上顯著減少92%（P <0.001），在每週預
防受試者組統計上顯著減少76%（P <0.001）。在個體化預防受試者中，117位受試
者中的53位(45%)沒有經歷出血事件，而在每週預防受試者中，23位中的4位(17%)
沒有經歷出血事件。
可評估療效的受試者其ABR中位數總結於表7。
表7: ELOCTATE各試驗組的年度出血頻率中位數(IOQ)1
出血病因
個體化預防
每周預防

自發性ABR
關節ABR

(0.00, 7.62)

(N=117)
1.60
(0.0, 4.69)
0.00
(0.0, 2.03)
0.00

(N=23)
3.59
(1.86, 8.36)
1.93
(0.0, 4.78)
1.93

出血期(視需要)
(N=23)
33.57
(21.14, 48.69)
20.24
(12.21, 36.81)
22.76

(15.07, 39.02)

病患須知
ELOCTATE®
[抗血友病因子(重組), Fc融合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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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包裝供應/儲存與使用
供應方式
ELOCTATE 是以套組供應，包含單次使用小瓶且內含標稱效價250、500、750、1000、
1500、2000或3000國際單位(IU)的第八凝血因子、預充填注射器內裝3mL無菌注射
用水、及一個無菌之小瓶轉接器(配製用具)。ELOCTATE實際含量以IU表示，標示
在每個小瓶的標籤及外盒上。

每次取藥以及使用ELOCTATE前請仔細閱讀此病患須知，因為此須知可能更新。本
須知不能取代您與醫療人員關於醫療狀況和治療的討論。
ELOCTATE是什麼?
ELOCTATE是一可注射藥品，用來幫助控制並預防A型血友病(先天性第八凝血因子
缺乏症)病患的出血。
您的醫療人員可能會在進行手術時給予您ELOCTATE。
誰不應該使用 ELOCTATE?
若您過去曾對ELOCTATE過敏則不應使用。

貯存與操作
配製前:
貯存於原包裝盒內避光。
粉狀ELOCTATE於貯存於2°C到8°C (36°F到46°F)。勿冷凍，以避免損害預充
填注射器。
ELOCTATE可貯存於室溫，但不可超過30°C(86°F)，僅可一次且最多6個月，
並須在標籤註明的效期內。
若貯存於室溫，在包裝盒身上記錄自冰箱取出產品的日期。產品經室溫貯存後，
不可再重新放入冰箱。
超過瓶上註明的效期，或超過盒身記錄自冰箱取出產品的日期6個月後，以較
早的日期為準，則不可使用。

使用ELOCTATE前我應該告訴我的醫療人員甚麼訊息?
告訴您的醫療人員
您過去或現在的醫療狀況
所有您正在服用的處方藥及非處方藥如成藥、營養補充劑、中草藥等。
已經懷孕或計畫懷孕。目前仍未知ELOCTATE是否會傷害胎兒。
正在哺乳。目前仍未知ELOCTATE是否會分泌到乳汁及是否會傷害嬰兒。

配製後:
配製後可貯存於室溫，但不可超過30°C (86°F)，最多3小時。避免光線直射。
配製後3個小時內未使用則需丟棄。
若ELOCTATE於配製後溶液混濁或有異物，勿使用。
任何未使用的ELOCTATE需丟棄。

ELOCTATE可能有哪些副作用?
ELOCTATE常見的副作用包含關節疼痛和全身不適。。
過敏反應可能會發生。如果您有以下任何一種症狀，立即聯繫您的醫療人員或是急
診: 呼吸困難、胸悶、面部腫脹、皮疹或蕁麻疹。
您 的 身 體 也 可 能 對 ELOCTATE 產 生 抗 體 ， 叫 做 “ 抑 制 抗 體 ＂ ， 它 可 能 會 使
ELOCTATE無法正常作用。您的醫療人員可能需要檢測您血液中的抑制抗體。

14 病患參考資訊
建議患者：
閱讀官方核准的產品說明書 (病患須知及使用說明)
若有過敏反應，需聯繫醫療人員或馬上去急診室。過敏反應的早期跡象可能包
括皮疹，蕁麻疹，搔癢，面部腫脹，胸悶及呼吸喘鳴聲。
使用ELOCTATE後若有不良反應或問題，請通報醫療人員。
若感覺對第八凝血因子無臨床反應，需聯繫醫療人員或醫療機構進行進一步的
治療及/或評估，因為此現象可能代表抑制抗體的產生。

我應該如何使用ELOCTATE?
ELOCTATE是由靜脈輸注給藥。您的醫療人員將指導您如何自行注射，並可能會觀
察您第一次自行注射。
如果使用ELOCTATE後出血沒有被控制，立即聯繫您的醫療人員。

製造廠：

我應該如何貯存 ELOCTATE?
貯存ELOCTATE於原包裝。
避免光線。
不可冷凍。
冷藏貯存於2°C到8°C (36°F 到 46°F)或室溫(勿超過30°C(86°F))，最多6個
月。
當貯存於室溫時：
於包裝盒身上記錄自冰箱取出產品的日期。
需在取出冰箱之日期後的6個月內使用此產品，否則丟棄。
不可將產品重新放入冰箱。
超過瓶上註明的效期，或超過盒身記錄自冰箱取出產品的日期6個月後，以較早的日
期為準，則不可使用。

Drug Product:
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 Co. KG
Mooswiesen 2, 88214 Ravensburg, Germany
Diluent:
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 Co. KG
Eisenbahnstrasse 2-4, 88085 Langenargen, Germany

配製後(與稀釋液混和)：
如果ELOCTATE配製後的溶液不是清澈至略微乳白且無色，則不可使用。
盡快使用配製後的產品。
您可以將配製後的產品貯存於室溫，但不可超過30°C (86°F)且最多3小時。避
免配製後的產品被光線直射。配製後3個小時內未使用則需丟棄。

Drug Product Labeling and Packaging:
Biogen Denmark Manufacturing ApS
Biogen Alle 1, DK-3400 Hillerod, Denmark

我還需要知道那些關於ELOCTATE的資訊?
給藥的目的有時會超出本說明列舉的項目。非處方時不可使用ELOCTATE。
不可與他人共用ELOCTATE，即使他人與您有同樣的症狀。

行銷權所有者: Bioverativ Therapeutics Inc. /225 Second Avenue, Waltham, MA 02451,
U.S.A

手術前後處置

整體ABR

(0.00, 3.11)
中位數(四分範圍，第25和第75百分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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