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干安能™膜衣錠 100 毫克 Zeffix™ Film-Coated Tablets 100mg
衛署藥輸字第 023560 號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成份】
干安能錠劑（Zeffix Tablets）每顆含有 100 毫克的 lamivudine。此錠劑為橘褐色之膜衣錠，兩面微凸且一面刻有“GX CG5”字樣。
【適應症】
治療患有慢性 B 型肝炎且帶有 B 型肝炎病毒複製跡象之患者。
【用法與用量】
12 歲以上之青少年及成人：Zeffix 之建議劑量為 100 毫克，每天一次。
Zeffix 有口服溶液劑型可供不滿 12 歲之兒童及不適用錠劑之病患使用。
Zeffix 可以單獨或與食物一起服用。在 Zeffix 治療期間應監測病患的順從度。若具有免疫活性的病人，發生有 HBeAg 和 HBsAg 血清轉變 seroconversion）的現象時，則需考慮停止治療。
若發生失去療效而有肝炎復發的跡象時，亦可考慮停止治療。
如果停用 Zeffix，應定期監測病患出現復發性肝炎的可能性（請參看警語與注意事項）。
對於代價不全肝病的患者，不建議中斷治療。目前沒有足夠的數據可以證實在停止使用 Zeffix 治療後，會有長期持續的血清轉變現象。
腎功能不全患者：
在中度至嚴重腎功能損壞的病人，由於腎清除率的降低，Lamivudine 的血中濃度（AUC）會增加。因此，肌酸酐清除率每分鐘小於 50 毫升的病患，其使用劑量必須降低（見表一和表二）。
當使用劑量小於 100 毫克時，需要使用 Zeffix 口服溶液劑。腎功能不全的兒童患者，應依相同比例降低劑量（見表二）。
表一 建議劑量-12 歲以上之青少年及成人
肌酸酐清除率（ml/min）
Zeffix 口服液劑的起始劑量（＊）
每天一次的維持劑量
30 ~ ＜50
20 公撮（100 毫克）
10 公撮（50 毫克）
15 ~ ＜30
20 公撮（100 毫克）
5 公撮（25 毫克）
5 ~ ＜15
7 公撮（35 毫克）
3 公撮（15 毫克）
＜5
7 公撮（35 毫克）
2 公撮（10 毫克）
（＊）Zeffix 口服液劑每公撮含 5 毫克的 lamivudine
表二 建議劑量-2~11 歲之兒童
肌酸酐清除率（ml/min）
Zeffix 口服液劑的起始劑量（＊）
每天一次的維持劑量
30 ~ ＜50
3 毫克/公斤
1.5 毫克/公斤
15 ~ ＜30
3 毫克/公斤
0.75 毫克/公斤
5 ~ ＜15
1 毫克/公斤
0.45 毫克/公斤
＜5
1 毫克/公斤
0.3 毫克/公斤
（＊）Zeffix 口服溶液劑每公撮含 5 毫克的 lamivudine
已有資料顯示，目前正在進行間歇性血液透析的病人（每星期進行 2－3 次透析，每次為時 4 小時）
，Zeffix 的起始劑量須降低到符合病人的肌酸酐清除率。當患者持續進行透析時，不需
要更進一步再調整劑量。
肝功能不全患者：
肝功能不全，包括末期肝疾等待移植的病患中所獲得的數據顯示，肝功能不全並不會顯著影響 lamivudine 的藥物動力學特性。依據這些數據可知，肝功能損壞的病患，除非同時也有腎
功能損壞的情況，否則不需要調整劑量。
【禁忌症】
Zeffix 禁用於已知對 lamivudine 或此製劑中任何其他成份過敏之患者。
【警語與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 Zeffix 治療期間，應由熟悉治療慢性 B 型肝炎的醫師來為病患進行定期的監測。在 Zeffix 停止使用後，有些慢性 B 型肝炎的病患，在臨床或實驗室檢驗數據方面，可能出現復發性
肝炎的跡象，如果這些人還患有肝代價不全性肝病，那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後果。如果停止服用 lamivudine 或是有藥效減退的情形，某些患者可能會在臨床表徵上或是在實驗診斷數值
上呈現有復發性肝炎的現象。通常患者是因為血清中的 ALT 值升高及 B 型肝炎病毒 DNA 的再現，而診斷出肝炎惡化。更多有關於接受治療後發生 ALT 值升高的機率之資料，請參見
表 3。多數情況不需要進行特別治療即可自行恢復。死亡事件的發生非常罕見，而且無法確定是否與停止服用 lamivudine 有因果關係。一旦 Zeffix 停藥，病患都應接受至少 4 個月的定
期監測：包括臨床及血清肝功能檢測（ALT 及膽紅素濃度）以觀察是否有復發性肝炎之跡象。對於治療後卻又罹患復發性肝炎的病毒，目前並沒有足夠的資料證實再使用 Zeffix 治療的
好處。在中度至嚴重腎功能損壞的病人，由於腎清除率的降低，lamivudine 的血中濃度（AUC）會增加。因此，在肌酸酐清除率每分鐘在 50 毫升以下的病患，使用劑量必須降低（請參
見用法與用量）。接受肝臟移植及患有深度肝病的患者因病毒複製的活躍而有高度危險，由於這類患者的肝功能處於邊緣狀態，中斷 lamivudine 的治療或治療過程中失去療效可能會活
化肝炎，引超嚴重甚至致命的代償不全。因此建議在治療期間定期監測這類患者其與 B 型肝炎相關的肝腎功能參數及抗病毒反應。無論因任何原因而中斷治療，都建議對患者的監測至
少要持續到治療停止後 6 個月。在治療過程中或治療結束後若病患曾有肝功能不全的現象，則應對其做頻繁的監測。有關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療包含癌症化療的病患，使用 lamivudine
的資料很有限。對 lamivudine 感受性較低的 B 型肝炎病毒的副族群（變種 B 型肝炎病毒 YMDD）在延長的療程中曾被發現。在少數的病例中此變種病毒會導致肝炎復發。對於同時感
染 HIV，且目前正在使用或計畫將接受包括 lamivudine 的抗反轉錄病毒治療的病患，其一般使用於 HIV 感染之劑量應維持。對於接受 Zeffix 治療的孕婦，目前沒有有關 B 型肝炎病毒
在母體-胎兒間傳播的資料。但仍應遵循幼兒 B 型肝炎病毒免疫法的標準建議程序，施打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或/及疫苗。目前尚未證實使用 Zeffix 能降低 B 型肝炎病毒傳染給他人的可
能性，故仍應特別注意，並應告知病患。
【藥物交互作用】
由於有限的代謝率及血漿蛋白之結合率，且幾乎以原態完全經由腎臟排除，故 lamivudine 代謝性的交互作用很少。Lamivudine 主要是經由有機陽離子主動分泌路徑來排除。和其他藥物
同時使用時，應該考慮到交互作用的可能性，特別是在這些藥物的主要排除路徑都是經由有機陽離子運輸系統的主動性腎小管分泌時（例如 trimethoprim）
。對於只有部分是經由此機制
來排除的藥物（例如 ranitidine、cimetidine）
，則不會和 lamivudine 有交互作用。另外，那些主要經由主動有機陰離子路徑或由腎小球過濾來排除的藥物，在臨床上不大可能和 lamivudine
產生顯著的交互作用。服用 trimethoprim/ sulphamethoxazole 160 毫克/800 毫克，會增加 lamivudine 的濃度約 40%。
Lamivudine 並不會影響 trimethoprim 或 sulphamethoxazole 的藥物動力學特性：除非病患有腎臟損壞的情況，否則不需要調整劑量。當 zidovudine 和 lamivudine 同時使用時，zidovudine
的血中最大濃度會呈現中度的增加（28%）
，然而，整個血中的暴露程度（AUC）則沒有顯著改變。Zidovudine 並不會影響 lamivudine 的藥物動力學特性（請參見藥物動力學）
。當 lamivudine
和 α-interferon 併用時，尚未發現其間有藥物動力性的交互作用存在。對於同時接受 Zeffix 和一般免疫抑制劑（例如，cyclosporin A）的病患，在臨床上並未觀察到顯著的不良交互作用；
僅管如此，目前仍未有正式的交互作用研究被執行。
【懷孕與泌乳】
懷孕：目前 lamivudine 用在人類懷孕時的安全性資料尚不多。人體研究已證實 Lamivudine 可以穿過胎盤。剛出生的嬰兒，其血清中 lamivudine 的濃度，會與母體或分娩時臍帶中血清
濃度相當。動物之生殖研究未有證據顯示 lamivudine 具致畸胎性，且不影響雄性或雌性之生育力。給予相當人類治療劑量之 lamivudine 於懷孕兔子時。發現早期胚胎之流失率有小幅增
加的現象。然而，若給予 60 倍的人類治療劑量於大鼠（根據血中最大濃度計算），則沒有證據顯示有早期胚胎流失的情況。只有臨床利益重於危險時，lamivudine 才可考慮使用於懷孕
期間。雖然動物研究無法直接預測人類反應，但兔子的研究顯示了早期胚胎流失的潛在危險性，所以在懷孕的前三個月並不建議使用 Zeffix，對於那些使用 Zeffix 治療後才懷孕的病患，
應該考慮到停藥後可能造成復發性肝炎的可能性。
泌乳：Lamivudine 口服後，其分泌到人類乳汁中的濃度與血清中的濃度相似(範圍為 1-8μg/ml)。從動物研究的數據看來，新生大鼠經由母體乳汁接受了較高濃農的 lamivudine，示意人
類乳汁中 lamivudine 之濃度對於哺乳的嬰兒而言，不至於產生毒性。
【對開車與操作機械的影響】
過去並未有針對 lamivudine 影響開車或操作機械的研究報告。再者，從此藥理特性亦無法預測對藥物這類活動有不良影響。
【副作用】
從慢性 B 型肝炎病人的研究中可知，Zeffix 具有良好的耐受性。使用 Zeffix 治療的病人，其副作用以及實驗診斷數值異常(除了 ALT 值和 CPK 值得上升之外)的發生率，和使用安慰劑
者是相當的(參見表 3)。最常見的副作用報告是不舒服、疲勞、呼吸道感染、頭痛；腹部不適及疼痛、噁心、嘔吐與下瀉。
表3
不良事件
臨床試驗數據:
整合第Ⅲ期臨床試驗數據
安慰劑 (n=200)
Lamivudine100 毫克(n=416)
28%
26%
倦怠不適/疲勞
17%
19%
呼吸道感染
21%
22%
頭痛
17%
15%
腹部不適/腹痛
17%
16%
噁心/嘔吐
12%
14%
腹瀉
13%
13%
接受治療期間 ALT 值升高†
8%
19%
完成治療之後 ALT 值升高††
5%
9%
CPK 值升高†
†患者在接受治療期間發生第 Ш 級或第Ⅳ級實驗診斷數值異常之百分比。†患者在完成治療之後發生第 Ш 級或第Ⅳ級 ALT 值升高之百分比。不良反應依照其發生部位與發生頻率列於下
方。僅針對與 lamivudine 治療至少可能有因果關係的不良反應進行發生頻率分類。發生頻率分類的分類定義如下:非常常見(≥1/10)，常見(≥1/100，<1/10)，不常見(≥1/1000，<100),罕見
(≥1/10,000，<1/1000)以及非常罕見(<1/10,000)。下表所列的不良反應發生頻率分類是估計的結果，因為大部分可用來計算不良反應發生率的數據都無法取得。非常常見與常見不良藥物
反應是根據臨床試驗資料判定，安慰劑組的背景發生率(background incidence)未被列入考慮。而在上市後監測調查中所發現的不良藥物反應則被列為罕見或非常罕見。
肝膽障礙
非常常見:
ALT 值升高。
相對於安慰劑治療組，lamivudine 治療組在接受治療後比較常發生 ALT 值升高的情形。然而，根據一項針對代償性肝臟病變患者所進行的對照試驗，並未觀察到在接受治療後 lamivudine
治療組與安慰劑治療組之間與 bilirubin 值升高及/或肝功能不全相關的 ALT 值升高情形有人和差異。這些復發性肝炎事件的發生與接受 lamivudine 治療或是與原存潛在疾病之間的關係
尚未確立(參閱警語與使用注意事項)。
骨骼肌肉與結締組織障礙
常見:
CPK 值升高。
除了臨床試驗所呈報的不良反應外，下列是在 lamivudine 的上市後監測調查中所發現的不良反應。
血液及淋巴系統障礙
非常罕見:
血小板過低。
骨骼肌肉與結締組織障礙

非常罕見:
肌肉障礙；包括肌肉疼痛，抽筋，以及橫紋肌溶解。
雖然接受 lamivudine 治療之間的關係尚未確立，但是曾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愛滋病)患者發生胰臟炎以及週邊神經病變(或麻木感)的案例報告。在慢性 B 型肝炎患者族群，位觀察
到這些不良反應的發生情形在安慰劑治療組與 lamivudine 治療組之間有任何差異。曾有與 nucleoside analogue 合併使用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愛滋病)患者發生乳酸血症(通常與嚴重
肝臟腫大以及肝臟脂肪變性有關)的案例報告。偶爾會有這些不良反應發生在併有代償性肝臟病變的 B 型肝炎患者的案例報告，不過無法證實這些不良反應與 lamivudine 治療有關。
【過量】
在急性動物研究中，給予非常高劑量的 lamivudine 並不會導致任何的器官毒性。有關人類在急性攝入過量藥物所產生後遺症的資料有限，目前沒有治死的案例發生，且病患都可復原。
Lamivudine 攝入過量通常無特別徵狀或症狀。
如果發生過量，應監測病患並且提供必要的支持性治療。因為 lamivudine 可經由透析排出，所以持續血液透析可以用以治療 lamivudine 攝入過量的情況，但此方法尚未進行研究證實。
【藥理學特性】
藥物效力特性:
藥物治療群-核苷類似物，ATC Code:JO5A F05。
作用機轉
Lamivudine 是在所有試驗細胞株及實驗感染動物中，具有高度對抗 B 型肝炎病毒的抗病毒藥。
Lamivudine 會經由已經感染及沒有感染的細胞代謝為 triphosphate(TP)衍生物，此為原態化合物的活性形式，在體外試驗中，triphosphate 在肝臟細胞中的細胞間半衰期為 17-19 小時，因
lamivudine-TP 為 B 型肝炎病毒聚合素(polymerase)之受質。Lamivudine-TP 嵌入病毒 DNA 鏈中導致鏈結中斷而阻斷 DNA 進一步的合成動作。故 Lamivudine-TP 不會干擾正常細胞中去氧
核苷酸(deoxynucleotide)的代謝作用，對哺乳類之 DNA 聚合素 α 和 β 的抑制作用亦相當弱。再者，Lamivudine-TP 對哺乳類細胞 DNA 內容物的影響很小。有關藥物對粒腺體結構、DNA
內容物及功能影響的研究分析中，Lamivudine 並未顯示有毒性作用。其減少粒腺體 DNA 內容物的能力相當低，且無法永久崁入粒腺體 DNA，亦不為粒腺體 DNA 聚合酵素 γ 之抑制物。
臨床經驗資料:Lamivudine 在體內具有強力的抗病毒活性。在治療開始後，Zeffix 即能快速地抑制 B 型肝炎病毒複製，導致持續的 HBV 抑制現象，且血清中的轉胺酵素趨於正常化，肝
壞死的發炎性活性明顯降低，肝硬化病變速度減慢，以及 HBeAg 的血清轉變增加。在臨床研究中，慢性 B 型肝炎病人會服用 Lamivudine 長達四年，而這些臨床效果都是在不同人種都
是類似的。針對 800 名 HBeAg 陽性的病患所做的控制臨床試驗，經 Lamivudineu 一年的治療，顯著的抑制 HBV DNA 的複製(34-57%的患者)，血清中的轉胺酵素趨於正常化(40-72%的患
者)，HBeAg 的血清轉變(HBeAg 和 HBV DNA 消失而 HBeAb 產生，16-18%的患者)，病理狀況的改善(38-52%的患者)，肝臟纖維化速度減慢(3-17%的患者)，肝硬化病變速度減慢(1.8%
的患者)。在停藥將近兩年後，HBeAg 血清轉變的現象有 81%(34/42)的患者仍可維持，此外有 21%(9/42)的患者可達成 HBsAg 的血清轉換。經一年控制臨床試驗的治療卻沒有發生 HBeAg
血清轉變的患者，再持續接受 2 年 lamivudine 治療後有 60%(77/128)的患者肝發炎的現象明顯降低，51%(26/51)的患者橋狀纖維化的現象改善。在另一臨床試驗中，經過 4 年 lamivudine
治療後，有 47%(27/58)的患者發生 HBeAg 的血清轉變(HBeAg 消失而 HBeAb 產生)，而這些患者有 59%(24/41)其原本血清中的轉胺酵素值不正常的。在治療期間，沒有發生 HBeAg 血清
轉變的病患，在停止使用 Zeffix 後，會造成 HBV 複製的回復，不論是 DNA 抑制或還是血清胺基轉胺酵素，均會在 2-6 個月內回復到治療之程度。在終止治療後觀察患者最久達 16 週，
發現接受 lamivudine 治療組比安慰劑治療組更常出現治療後 ALT 升值高的情況。在一項於第 52 週終止治療的試驗中，分別比較 lamivudine 治療組與安慰劑治療組在第 52 週以及第 68
週的 ALT 值上升的情形，結果列於表 4。
表 4：二項針對成人所進行且在追蹤期末予以治療組的安慰劑對照試驗之治療後 ALT 值上升的情形
異常值
ALT 值上升的患者數/
觀察患者數#
Lamivudine
安慰劑
37/137 (27%)
22/116(19%)
ALT 值≥2 倍基礎值
29/137 (21%)
9/116 (8%)
ALT 值≥3 倍基礎值†
21/137 (15%)
8/116 (7%)
ALT 值≥2 倍基礎值；且絕對 ALT 值>500 IU/L
1/137 (0.7%)
1/116 (0.9%)
ALT 值≥2 倍基礎值；bilirubin>2 倍 ULN 且≥2 倍基礎值
#每位患者都有可能在一個或多個項目中被呈現。
†等同於第 3 級毒性(根據 WHO 的修正板標準)。ULN = Upper limit of normal 正常值上限。對 286 個 2-17 歲的 B 型肝炎患者所做的對照組控制研究顯示，與使用安慰劑者相較，接受 lamivudine
治療 1 年的病患有較佳的病毒學反應(HBeAg 及 HBV DNA 消失)(23%【44/191】比 13%【12/95】)。較多的 ALT 數值正常化(55%【100/183】比 13%【11/88】)。在接下來 6 個月的分類
追蹤研究中，接受 lamivudine 治療 1 年而有反應的病患在停止治療後，83%【33/40】能保持完全的病毒學反應:而接受 lamivudine 治療 1 年沒有反應的病患再繼續治療 6 個月後，有額外
10%【12/123】達成完全的病毒學反應，而在 18 個月內累積完全的病毒學反應率為 28%【45/163】
。在體外試驗中，已證實 B 型肝炎病毒有一部分族群對於 lamivudine 的敏感性較低。在
那些使用 lamivudine 時曾偵測到血清中 B 型肝炎病毒 DNA 程度有迴轉的 B 型肝炎病人體內，可以發現到這些 B 型肝炎病毒變種(YMDD)變異型的 B 型肝炎病毒)的存在。隨著接受治療
時間的增長，B 型肝炎病毒發生 YMDD 變異(以聚合酶連鎖反應偵測)的機會提高；治療一年後，變異機率增加 20%，治療三年後，變異機率增加 53%，治療四年後，變異機率增加 70%，
而在免疫機率異常的患者族群，變異機率則可能會提高。儘管 YMDD 變異型 HBV 的出現，與使用安慰劑的病患相較，使永 Zeffix1 年後的病人，仍明顯有較低的血清 B 型肝炎病毒 DNA
和 ALT 濃度，且部分的患者有 HBeAg 的血清轉變，不良反應的類型在有無帶有 YMDD 變異型和 HBV 型 B 型肝炎病毒的病患中都是類似的。儘管 YMDD 變異型和 HBV 型 B 型肝炎病
毒的發展，在停止使用 Zeffix 後，會造成原始 B 型肝炎病毒的再現。這種 B 型肝炎病毒對 Laamivudine 敏感性較大。因此，儘管 YMDD 變異型 B 型肝炎病毒已在體內形成，持續使用
Zeffix 治療仍可以抑制殘餘的原始 B 型肝炎病毒，且能提供這些病患持續之益處。不論體內或體外，YMDD 變異型 B 型肝炎病毒的複製競爭力似乎較弱。因此產生的毒性較原始型 B 型
肝炎病毒為低。對 HBeAg 陰性的 B 型肝炎患者，Zeffix 的療效和被原始型 B 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患者類似，(經 1 年治療後有 71%可抑制 HBV DNA 的複製，61%血清中的轉胺酵素趨於
正常化及 38%Knodell HAI 指數改善。)如果在 1 年的 lamivudine 治療後停藥，大部份 HbeAg 陰性的 B 型肝炎患其 HBV DNA 的複製會回復。有限的資料顯示若對這類患者延長 lamividine
德治療 2 年，可維持 HBV DNA 複製的抑制及血清中轉胺酵素的正常化。對於 HBeAg 陰性的 B 型肝炎患者，無論是否有 YMDD 變異型 B 型肝炎病毒，在治療或治療後期發生嚴重不良
反應的機率是類似且很低的。在沒有對照組的是驗中，在肝臟移植之前或期間，lamivudine 的使用可抑制 b 型肝炎病毒 DNA 及使血清中轉胺酵素正常化，若在移植後持續使用 lamivudine，
可以減少移植後 HBV 的再感染，促進 HBeAg 的消失，並且 1 年存活率達 76-100%，這些試驗為沒有對照組，且被視為不適用於代償不全肝病患者。對於肝臟移植的患者，由於同時有
免疫抑制，如預期的經過 52 星期的治療後發生變異型 B 型肝炎病毒的比較高(36-64%)，免疫正常的慢性 B 型肝炎患者為(14-32%)。然而研究顯示，YMDD 變異型 B 型肝炎病毒的產生
與肝病惡化的進程並無關係，因此多數的患者仍能由持續的 lamivudine 治療中獲益。使用 Zeffix 作單一治療與單獨或合併使用 α-interferon 來治療慢性 B 型肝炎相較，期病患的組織反應
或 HBeAg 血清轉變之速度，在各治療組之間皆沒有出現顯著的差異。Zeffix 的安全性在治療上優於 α-interferon。目前沒有任何同時感染 Delta 肝炎的患者使用 Zeffix 的療效資料。
藥物動力學特性
吸收：lamivudine 在腸胃的吸收良好，成人口服的生體可用率一般介於 80 到 85%之間。口服之後，平均一小時(tmax)可達到最大血中濃度(Cmax)。在治療劑量(即 100 毫克，每天一次)
下，最大血中濃度的範圍在 1.1 和 1.5μg/ml 之間，最低血中濃度則為 0.015 到 0.020μg/ml 之間)。Lamivudine 和食物一起服用會造成
Tmax 延後與 Cmax 降低(約降至 47%)，然而，其吸收總程度(根據 AUC)卻沒有受影響，因此 Zeffix 可在飯前或飯後服用。分佈:從靜脈研究中所得之平均分佈體積為 1.3L/kg，Lamivudine
在治療劑量之範圍內，呈現線性的藥物動力學特性，以及低的蛋白結合比率。有關 lamivudine 穿透中樞神經系統即達到腦脊髓液(CSF)的數據有限，在口服後 2-4 小時，腦脊髓液和血清
中 lamivudine 的平均濃度比約 0.12。代謝：Lamivudine 主要是以原態經由腎臟排泄來達到藥物的清除。代謝性藥物和 lamivudine 產生交互作用的可能性相當低，因為只有少部份(5-10%)
的肝臟代謝，而且其血漿蛋白的結合率很低。排除：Lamivudine 的平均全身清除率約為 0.31/h/kg，排除半衰期為 5 到 7 小時。大部份 Lamiviudine 式經由腎小球過濾和主動性分泌(有機
陽離子運輸系統)原態排除於尿液中。Lamivudine 的腎臟清除率約佔了全部清除率的 70%。
特殊病患族群：
腎臟受損病患
對腎臟損壞病患的研究顯示，腎功能不足以影響 lamivudine 的排除作用，基酸酐清除率每分鐘小於 50 毫升的病患需要降低劑量(請參看用法與用量)。
肝臟受損病患
一項對肝臟損壞病患(沒 HIV 亦無 HBV 感染)所做的研究顯示，Lamivudine 在這類病患群的耐受性良好，且實驗檢驗參數值或 lamivudine 的副作用型態都未改變，因此肝功能損壞並不會
影響 lamivudine 的藥物動力學特性。有關肝臟移植病患數據有限，目前資料顯示，肝功能損壞並不會顯著影響 lamivudine 的藥物動力學，除非同時伴隨腎功能不全的現象。
老年人
老年病患中，Lamivudine 的藥物動力學參數顯示，隨著年齡增長而伴隨的腎功能衰退現象，在臨床並不會顯著影響 lamivudine 的血中濃度，除非病患的肌酸酐清除率每分鐘在 50 毫升以
下(請參看用法與用量)。
懷孕婦女
懷孕後期，經由口服投予 lamivudine，其藥物動力學參數與正常為懷孕之成年人相似。
兒童
兒童的 Lamivudine 的藥物動力學特性與成人大多相似。然而，兒童校正的體重口服清除率較高，導致兒童之 AUC 較成人低。依年齡分層的口服清除率 2 歲在最高，而後再 2 到 12 歲逐
漸遞減至與成人類似。每公斤體重 3 毫克，每天一次的劑量與成人服用 100 毫克，每天一次能達到相同之 AUC。2-11 歲兒童之建議劑量為每公斤體重 3 毫克，每天一次，最高劑量不超
過每天 100 毫克，此劑量可產生與成人建議劑量(100 毫克，每天一次)相當的暴露量。有關 2 歲以下玵同之藥物動力學資料很有限。
臨床前的安全性數據
在動物毒性研究中，給予高劑量的 lamivudine 並不會導致任何器官性毒性。在最高劑量下 lamivudine 會輕微影響肝臟及腎臟功能的生化指標，並伴隨著偶發性肝臟重量減輕的現象。曾
有發現有少數紅血球與嗜中性白血球數目減少的病例報告，這些可能與 lamivudine 有臨床上的相關性。Lamivudine 在細菌試驗中未顯是具有突變性，但如同許多和乾類似物，在體外之
細胞遺傳分析(In vivo cytogenetic assay)及老鼠淋巴瘤試驗(lymphoma assay)中都具有活性。但在體內試驗中，Lamivudine 在血漿濃度高於預期之臨床血漿濃度的 60-70 倍下，亦不具有遺
傳毒性(genotoxicity)因 lamivudine 在體外試驗的突變活性無法在體內試驗中得到證實，所以 Zeffix 對於接受治療的病患來說，並不代表其具有遺傳毒性的危險性。Lamivudine 用於大鼠及
老鼠的長期致癌性研究結果未顯示有任何致癌性的可能性。
【賦形劑】
核錠: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Sodium starch glycolate, Magnesium stearate
膜衣: Hypromellose, Titanium dioxide, Macrogol 400, Polysorbate 80, Synthetic yellow and red iron oxides
【藥物儲存注意事項】
請於 30℃以下儲存
【包裝】2~1000 粒鋁箔盒裝。
【版別】10。
藥商: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66 號 24 樓
製造廠:Glaxo Operations UK Ltd.
廠址:Priory Street,Ware,Hertfordshire SG12 ODJ,UK
分裝及包裝廠商:GlaxoSmithKline Australia Pty Ltd.
廠址: 1061 Mountain Highway, Boronia, Victoria 3155,Austra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