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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普欣眼藥水

0.3%

Ofoxin Eye drops 0.3%〝MEDICINE〞
(Ofloxacin)

3.應用上之注意
(1)給藥途徑：僅用於點眼。
(2)給藥時：為防止藥液受污染，指導病患在點眼時，注意勿將
容器的瓶口直接接觸眼睛。

禁忌(下述患者不可投與)
對 ofloxacin 及 quinolone 系抗菌劑有過敏之既往病史之患者

【成

分】

Each ml contains：
Ofloxacin ……………………….. 3 mg
賦形劑:Benzalkonium Chloride 50%, Hydrochloric Acid,
Sodium Chloride, Sodium Borate, Distilled Water.

【適應症】
外眼部細菌性感染症

【說

明】

對 ofloxacin 敏感的 Staphylococcus sp.，Streptococcus sp.，Streptococcus
pneumoniae，Enterococcus sp. Micrococcus sp.，Moraxella sp.，Corynebacterium
sp.，Klebsiella sp.，Serratia sp.，Proteus sp.，Morganella morganii，Providencia
sp.，Haemophilus Influenzae，Haemophilus aegyptius（Koch-Weeks bacillus）
，
Pseudomonas sp. ， Pseudomonas aeruginosa ， Burkholderia cepacia ，
Stenotrophomonas(Xanthomonas) maltophilia，Acinetobacter sp.，Propionibacterium
acnes 等引起下述之感染症：眼瞼炎、麥粒腫、淚囊炎、結膜炎、瞼板
腺炎、角膜炎(含角膜潰瘍)。

【用法、用量】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一般 1 天 3 次，每次點眼 1 滴。視症狀可適當增減。
(用法、用量相關之使用上的注意)
1. 為了防止發生耐藥性等，原則上應以確認敏感性，把用藥期
間限制在治療疾病需要的最少時間以內。
2. 不可長期使用。

【注意事項】
1.副作用(依文獻記載)
在日本，上市前及上市後使用本藥之 13,329 個案中，發生副
作用有 44 例(0.33%)。主要副作用有眼刺激感 11 件(0.08%)、
眼瞼搔癢感 8 件(0.06%)、眼瞼炎 6 件(0.05%)、結膜充血 5 件
(0.04%)、眼痛 5 件(0.04%)、眼瞼腫脹 5 件(0.04%)等。(重新
審查結束時)
(1) 重大副作用 (偶爾：小於 0.1%，有時：0.1~小於 5%，無
副詞：5%以上或頻度不明)
休克、類似過敏性休克症狀：由於曾經引起休克、類似
過敏性休克症狀，須充分的觀察，如出現紅斑、發疹、
呼吸困難、血壓降低、眼瞼浮腫等症狀時，請立即停止
使用並採取適當措施。
(2) 其他副作用
如出現副作用時，請立即停止使用並採取適當措施。
頻率
0.1~小
頻率不詳
小於 0.1%
種類
於 5%
眼瞼炎(眼瞼發
過敏症
發疹、蕁麻疹
－
紅、浮腫等) 眼
瞼皮膚炎、發癢
眼睛

結膜炎(結膜充
擴散性表層角膜
刺激感
血、浮腫等)
炎等的角膜受損

2.孕婦、產婦、哺乳婦女等之用藥
對於孕婦、或可能已懷孕之婦女，只能於治療上可判斷
出治療的有益性超過危險性時，給予用藥。(尚未確立有關懷孕
中用藥之安全性)

【藥物動力學】(依文獻記載)
1.血中濃度
健康成人每 30 分鐘 1 次 1 滴，點眼 16 次或每 15 分鐘 1 次 1 滴，
點 眼 32 次 時 30 分 鐘 後 的 血 中 濃 度 分 別 為 0.019µg/ml 、
0.034 µg/ml，其後逐漸減少。
2.眼內分布
對白內障患者在手術前每隔 5 分鐘共點眼 5 次時，眼房水中的濃
度在點眼後 1 小時左右顯示了最高值(1.20 µg/ml)。
3.動物眼組織內分布 (參考：白色家兔、狗)
將本劑點眼正常白色家兔眼一次一滴時，角膜、球結膜、眼肌、
鞏膜、虹膜、睫狀體及房水呈現良好的分布，角膜、鞏膜、眼肌、
虹膜、睫狀體其分布量在 1 小時後的最高值各為 3.32 µg/g、
1.62µg/g、2.62µg/g、0.95µg/g。球結膜 15 分達到最高值 2.95µg/g。
另，前房水 30 分鐘，最高值為 0.71µg/ml。正常白色家兔點眼一
次一滴，每隔 5 分點眼一次，共點眼 5 次時，與上述點眼一次時
相同，眼組織可獲得良好的分布，點眼結束 5 分鐘後呈現最高值
的有角膜、鞏膜、球結膜、玻璃體，各為 7.78µg/g、7.66µg/g、
34.98µg/g、0.95µg/ml。另，眼肌 15 分值為 18.54µg/g，虹膜、睫
狀體 30 分值為 3.12µg/g，前房水 1 小時值為 3.56µg/ml，皆呈現
最高值。
將 ofloxacin 光學活性體(l 體)的 levofloxacin 0.3%點眼液點眼小獵
犬 1 次 1 滴，1 日 4 次，連續點眼 2 週時，最終點眼 24 小時後的
眼組織內濃度，虹體、睫狀體為 39.4μg/g，脈絡膜、視網膜色素
上皮為 12.3μg/g，眼組織中含有黑色素組織可獲證高度分布。此
外，色素上皮之外的視網膜分布值微小。

【藥理作用】(依文獻記載)
1.作用機理
Ofloxacin 明顯阻礙細菌的 DNA 合成，抗菌作用為殺菌型，MIC 濃
度下出現溶菌現象。
2.抗菌作用
ofloxacin 具有廣範圍的抗菌作用。本劑對 Staphylococcus sp. 包含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的 Streptococcus sp. ， Micrococcus sp. ，
Corynebacterium sp. 等革蘭氏陽性菌以及包含 Pseudomonas aeruginosa 的
Pseudomonas sp. ，Haemophilus Influenzae，Haemophilus aegyptius [kocb-Week
bacillus] ，Moraxella sp. ，Serratia sp. ，Klebsiella sp. ，Proteus sp. ，
Acinetobacter sp. 等革蘭氏陰性菌及厭氧菌的 Propionibacterium acnes 等
引起的眼感染症的致病菌顯示極強的抗菌力。
【臨床效果】(依文獻記載)
1.對不同眼病的臨床療效
以外眼感染症為對象進行的，包括 ofloxacin 眼藥水的雙盲試驗
及封筒法比較試驗在內的臨床試驗 391 病例的各種眼病的臨床
療效如下表。
病例種類
有效率※(%)(有效以上)
100.0 (21/21)
眼瞼炎
96.2 (25/26)
麥粒腫
88.2 (45/51)
淚囊炎
97.1 (269/277)
結膜炎
100.0 (14/14)
瞼板腺炎
95.5 (21/22)
角膜炎
92.9 (13/14)
角膜潰瘍
※併發多種眼病時，對不同眼病分別作為一個病例計算。

2.對各有效菌種的臨床療效
上述 391 病例的各有效菌種的臨床療效如下表。
菌種
有效率※(%)(有效以上
Staphylococcus sp.
95.9(258/269)
Streptococcus sp.
100.0(50/50)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90.9(30/33)
Enterococcus sp.
100.0(4/4)
Micrococcus sp.
93.8(15/16)
Corynebacterium sp.
96.0(72/75)
Pseudomonas sp.
95.0(38/40)
Pseudomonas aeruginosa
100.0(5/5)
Burkbolderia cepacia
100.0(9/9)
Stenotrophomonas(Xanthomonas) maltophilia
100.0(7/7)
Haemophilus Influenzae
100.0(16/16)
Haemophilus aegyptius[kocb-Week bacillus]
93.8(15/16)
Moraxella sp.
100.0(19/19)
Serratia sp.
90.0(9/10)
Klebsiella sp.
75.0(3/4)
Proteus sp.
100.0(5/5)
Acinetobacter sp.
100.0(19/19)
Propionibacterium acnes
100.0(5/5)
※檢測出多種菌種時，對不同菌種分別作為一個菌種計算。

【性

狀】

1.Ofloxacin 眼藥水為一微黃色~淡黃色透明、無菌水性點眼劑，
pH 值為 6.0~6.8，滲透壓 270~330mOsm/kg H2O。
2.有效成分之物理化學性質
一般名：Ofloxacin
化學名：(±)-9-fluoro-2,3-dihydro-3-methyl-10-(4-methyl-1piper-azinyl)-7-oxo-7H-pyrido 〔 1,2,3-de 〕〔 1,4 〕
benzoxazine-6-carboxylic acid
結構式：

分子式：C18H20FN3O4
分子量：361.37
熔 點：約 265℃(分解)

【保存方式】
貯存於 25℃以下。
須置於小孩接觸不到之處。

【包

裝】

100 毫升以下塑膠瓶裝。
衛部藥製字第 058229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