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部藥輸字第 026693 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94 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95 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96 號

1. 藥物名稱

疼靜® 5／2.5 毫克長效錠
疼靜® 10／5 毫克長效錠
疼靜® 20／10 毫克長效錠
疼靜® 40／20 毫克長效錠
TARGIN®
TARGIN®
TARGIN®
TARGIN®

5/2.5 mg, Prolonged-Release tablets
10/5 mg, Prolonged-Release tablets
20/10 mg, Prolonged-Release tablets
40/20 mg, Prolonged-Release tablets

完整處方資訊

警告：請注意「成癮、濫用及不當使用」、「威脅生命的呼吸抑制作用」、「意外誤食」「新生
兒類鴉片藥物戒斷症候群」以及「細胞色素 P450 3A4 交互作用」。
成癮、濫用及不當使用
疼靜 ® 存在讓使用者成癮、濫用及不當使用的風險，進而導致用藥過量和死亡。於開立處方
前，請評估各病人的風險，同時定期追蹤是否產生此類行為和狀況〔請參閱警語及注意事項
(4.4)〕。
威脅生命的呼吸抑制作用
使用疼靜® 可能會導致嚴重、足以威脅生命或致命的呼吸抑制作用〔請參閱警語及注意事
項〕。請監測呼吸抑制作用，且在開始治療及提高劑量時應特別留意。請指示病人將疼靜® 藥
錠整顆吞下，若敲碎、溶解或咀嚼藥錠，將可能使羥可酮(oxycodone)快速釋出、吸收，進而
達到可能致命的劑量〔請參閱警語及注意事項 (4.4)〕。
意外誤食
即使只是意外誤食一劑的疼靜® ，仍可能導致oxycodone達到可能致命的劑量，其中以兒童最
可能發生〔請參閱警語及注意事項 (4.4)〕。

新生兒類鴉片藥物戒斷症候群
於懷孕期間長期使用疼靜 ® ，可能會造成新生兒類鴉片藥物戒斷症候群，若未及時發現和治
療則可能會威脅生命，因此必須依據新生兒學專家所制定的方法採取處置措施。當孕婦需要
長期使用類鴉片藥物時，請向病人說明新生兒類鴉片藥物戒斷症候群的風險，並應備妥適當
的治療〔請參閱警語及注意事項 (4.4)〕。
細胞色素 P450 3A4 交互作用
同時使用疼靜® 和任何細胞色素 P450 3A4 抑制劑時，可能會導致不良反應增加或延長，並引
起可能致命的呼吸抑制作用。此外，若停用目前同時使用的細胞色素 P450 3A4 促進劑，可
能會導致血漿內 oxycodone 濃度上升。請對同時使用疼靜® 和任何 CYP3A4 抑制劑或促進劑
的病人進行監控〔請參閱警語及注意事項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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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性與定量成分
疼靜® 5 毫克／2.5 毫克
每顆長效錠含有 5 毫克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鹽酸羥可酮)，其中 oxycodone 含量相當於 4.5 毫
克；另含有 2.73 毫克 naloxone hydrochloride dihydrate，其中 naloxone hydrochloride 與 naloxone 含量
分別相當於 2.5 毫克及 2.25 毫克。
賦形劑：每顆長效錠含有 68.17 毫克無水乳糖。
疼靜® 10 毫克／5 毫克
每顆長效錠含有 10 毫克 oxycodone hydrochloride，其中 oxycodone 含量相當於 9.0 毫克；另含有 5.45
毫克 naloxone hydrochloride dihydrate，其中 naloxone hydrochloride 與 naloxone 含量分別相當於 5.0
毫克及 4.5 毫克。
賦形劑：每顆長效錠含有 61.04 毫克無水乳糖。
疼靜® 20 毫克／10 毫克
每顆長效錠含有 20 毫克 oxycodone hydrochloride，其中 oxycodone 含量相當於 18.0 毫克；另含有
10.9 毫克 naloxone hydrochloride dihydrate，其中 naloxone hydrochloride 與 naloxone 分別相當於 10.0
毫克及 9.0 毫克。
賦形劑：每顆長效錠含有 51.78 毫克無水乳糖。
疼靜® 40 毫克／20 毫克
每顆長效錠含有 40 毫克 oxycodone hydrochloride，其中 oxycodone 含量相當於 36.0 毫克；另含有
21.8 毫克 naloxone hydrochloride dihydrate，其中 naloxone hydrochloride 與 naloxone 含量分別相當於
20.0 毫克及 18.0 毫克。
賦形劑：每顆長效錠含有 103.55 毫克無水乳糖。
完整賦形劑清單請參閱第 6.1 節。
3. 藥物型態
長效錠
疼靜® 5 毫克／2.5 毫克
藍色橢圓形膜衣錠，一面標有「OXN」，另一面標有「5」。
疼靜® 10 毫克／5 毫克
白色橢圓形膜衣錠，一面標有「OXN」，另一面標有「10」。
疼靜® 20 毫克／10 毫克
粉紅色橢圓形膜衣錠，一面標有「OXN」，另一面標有「20」。
疼靜® 40 毫克／20 毫克
黃色橢圓形膜衣錠，一面標有「OXN」，另一面標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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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臨床特性
4.1 適應症
止痛： (1)需要長期疼痛控制之中重度癌症疼痛病人。(2)需要長期疼痛控制之慢性中重度非癌症
疼痛病人，且曾經接受過類鴉片藥物而無法有效控制疼痛者。
2. 不寧腿症候群：用於多巴胺治療失敗後之第二線重度至極重度之原發性不寧腿症候群（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之症狀治療。
3. 本品可緩解其因為服用類鴉片藥物之後引起的便秘症狀。
說明：本品添加 naloxone，此為一種類鴉片藥物拮抗劑，可阻斷 oxycodone 與腸胃道類鴉片受體的
結合。
1.

4.2 劑量與施用方法
劑量
止痛:
疼靜® 的止痛效果相當於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長效錠。
劑量應依個別病人的疼痛強度及敏感度調整。除經處方另行規定外，應依照以下方式施用本品：
成人
請視病人先前使用類鴉片藥物的狀況，決定疼靜® 的使用劑量
較低劑量之藥品用於調整個人服藥劑量。
本品每天最高劑量為 160 毫克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及 80 毫克 naloxone hydrochloride。每日最高
劑量係針對之前使用本品已達穩定劑量但仍需增加劑量之病人。對腎功能不全及輕度肝功能不全的
病人若需增加劑量時，應審慎注意。若病人需要更高劑量，則應考慮同時使用輔助長效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該長效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之每日 最高劑量為 400 毫克。若使用輔助長效
oxycodone hydrochloride，可能會影響 naloxone hydrochloride 的腸道功能效益。
完全停用本品，並改用另一種類鴉片藥物治療後，預期可能會引發腸道功能惡化。
依定期時程使用本品治療的病人出現突發性疼痛時，可能需要以速效型止痛藥作為救援藥物。疼靜
® 為一款長效配方，因此並非用於治療突發性疼痛。治療突發性疼痛時應給予一劑「救援藥物」，劑
量應為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每日劑量的六分之一。每天需要的救援次數多於兩次時，通常代表
必須提高疼靜® 的使用劑量。調整劑量時，應每隔 1-2 天，依每天兩次、每次 5 毫克／2.5 毫克的幅度
調整（需要時，可為 2.5 毫克／1.25 毫克或 10 毫克／5 毫克）oxycodone hydrochloride／naloxone
hydrochloride，至達到穩定劑量為止。調整劑量的目標係找出對於病人而言，可維持適當止痛效果的
最適每天兩次個別劑量，並以在仍然需要止痛治療期間，盡可能使用最少救援藥物為原則。
請於每天固定時間，依選定的劑量服用兩次疼靜® 。大多數病人均可於每天固定時間（每 12 小時）
服藥，並可將劑量平均分配（早上與晚間均使用同等劑量），但某些病人得依個別疼痛狀況擬定符合
其疼痛狀況的劑量分配。一般而言，應選擇最低的有效劑量。
對非惡性腫瘤的疼痛給予治療時，每天最多 40 毫克 oxycodone hydrochloride／20 毫克 naloxone
hydrochloride 通常可發揮效果，但某些案例可能得使用更高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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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寧腿症候群（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

疼靜 ® 適用於罹患重度至極重度之原發性不寧腿症候群（RLS）至少6個月的病人。RLS的症狀應每
日且於白天期間出現（≥ 4天／週）。應於之前多巴胺治療無效後才可使用疼靜® 。多巴胺治療無效
的定義為儘管使用足夠劑量仍初期反應不佳，反應隨時間變差，疾病增強或對治療的耐受性不佳。
一般而言，之前使用至少一種多巴胺藥品的治療應已持續4週。若是對多巴按治療的耐受性不佳，則
可接受短一點的治療時間。
劑量應依據個別病人的敏感度進行調整。
以疼靜® 治療不寧腿症候群病人時，應由具治療不寧腿症候群經驗的醫師進行監督。

疼靜® 應以下列方式給予，除非另外開立處方：
成人
通常起始劑量為 5 毫克／2.5 毫克的 oxycodone hydrochloride/naloxone hydrochloride。每 12 小時給藥
ㄧ次。
若需更高劑量，建議以一週為單位調整劑量。樞紐試驗中平均每日劑量為 20 毫克／10 毫克的
oxycodone hydrochloride/naloxone hydrochloride。部分病人可能需要較高每日劑量，至多最高劑量為
60 毫克／30 毫克的 oxycodone hydrochloride/naloxone hydrochloride。

疼靜® 應在固定時間、一天兩次服用確立之劑量，大部分病人適合在固定時程（每 12 小時）以對稱
劑量（早上及晚上相同劑量）給藥，但部分病人，可能需要針對其個別狀況制訂不對稱劑量的給藥
方式；一般而言應選擇最低的有效劑量。
止痛／不寧腿症候群:
老年病人
如同一般成人，請依個別病人的疼痛或不寧腿症候群症狀強度及敏感度調整劑量。
肝功能不全者
一項臨床試驗顯示肝功能不全者接受治療後，oxycodone及naloxone的血漿濃度較高，且naloxone的濃
度提升幅度高於oxycodone（請參閱第 5.2 節）。然而，目前尚未得知肝功能不全者的naloxone暴露程
度較高時，其臨床意義為何。對具有輕度肝功能不全者施用本品時，起始劑量應調降至1/3或1/2，且
調整劑量請務必小心（請參閱第4.4節）。請勿對具有中度或重度肝功能不全者施用疼靜® （請參閱第
4.3 節）。
腎功能不全者
一項臨床試驗顯示腎功能不全者接受治療後，oxycodone及naloxone的血漿濃度較高（請參閱第 5.2
節），且naloxone的濃度提升幅度高於oxycodone。然而，目前尚未得知腎功能不全者的naloxone暴露
程度較高時，其臨床意義為何。對具有腎功能不全者施用本品時，請務必小心（請參閱第 4.4 節）。
兒童與(未滿 18 歲)青少年
由於目前尚欠缺安全性與療效資料，因此不建議對未滿 18 歲的兒童與青少年使用疼靜® 。
施用方法
請於每天固定時間，依選定的劑量服用兩次本長效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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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長效錠應配足量液體服用，可伴隨或不伴隨食物。請務必將本藥錠整顆吞下，請勿敲碎、嚼碎或
壓碎(請參閱第 4.4 節)。
用藥療程
本品的使用時間不得超出必要的治療期長度。若因疾病性質或嚴重度而需要長時間治療，請於定期
審慎監測後，決定是否需要繼續治療，以及繼續治療的劑量。病人不需要接受類鴉片藥物治療時，建
議應將劑量逐次遞減（請參閱第 4.4 節）。
止痛
病人不需要類鴉片藥物治療時，建議應將劑量逐次遞減（參閱第 4.4 節）。
不寧腿症候群
使用本品治療期間，應至少每三個月對病人做臨床評估；唯判定本品有療效且對該病人之效益大於
不良反應及潛在傷害時，才繼續本品治療。當治療不寧腿症候群超過一年，應考慮進行解除的療程
(discharge regimen)，即在約一週期間逐漸調降本品劑量，以判定是否需要繼續本品治療。
病人不需要類鴉片藥物治療時，建議應以約一週的時間逐漸遞減劑量，以減少戒斷反應的風險 (參閱
第 4.4 節)。

4.3 禁忌症






對 oxycodone、naloxone 或賦形劑過敏 (如全身過敏反應)。
嚴重呼吸抑制
急性或嚴重支氣管氣喘未接受監測或無急救設備。
已知或疑似麻痺性腸阻塞及腸胃道阻塞。
中度至重度肝功能不全。

對不寧腿症候群病人：
˙有類鴉片藥物濫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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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特殊警語與使用注意事項
4.4.1 成癮、濫用及不當使用

疼靜®含有 oxycodone，此為一種類鴉片受體促進劑，且屬於第二級管制藥品，存在讓使用者成
癮、濫用及不當使用的風險。
雖然無法得知個體成癮的風險，但應瞭解其可能發生於經適當開立 疼靜®的病人。在建議劑量下
也可能成癮，而在不當使用或濫用下更容易發生。
於開立疼靜®之前，請為病人評估類鴉片藥物成癮、濫用或不當使用的風險，並應對接受 疼靜®
的病人監控是否出現此類行為。若病人本人或家族具有物質濫用（包括藥物、酒精濫用或成癮）
或精神疾病病史（例如：重鬱症）時，類鴉片藥物濫用的風險較高。風險較高的病人仍可經由類
鴉片藥物配方獲得適當的治療，但此類病人必須接受關於疼靜®的風險和正確使用方法的密集諮
詢，同時也應密切監控成癮、濫用和不當使用的徵象。
經由將疼靜®敲碎、咀嚼或經吸食、注射溶液作為不當使用或濫用之管道，將可能無法控制類鴉
片藥物的作用效率，進而導致用藥過量與死亡〔請參閱用藥過量 (4.9)〕。
類鴉片受體促進劑為藥物濫用與成癮疾患的選擇之一，並轉售非法組織。於開立或發放疼靜®之
前，請考量這些風險。可降低這些風險的策略包括，依據最低的適當用量開立藥物，並建議病人
妥善棄置未使用的藥品。
藥物成癮者不得濫用疼靜®
若海洛英、嗎啡或美沙東等類鴉片藥物受體促進劑的依賴者經靜脈注射、鼻內或口服方式濫用疼
靜®，預期可能會引發明顯的戒斷症狀，或導致既有的戒斷症狀加重，此係由具類鴉片受體拮抗
活性的naloxone所引起 (請參閱第4.9節)。
4.4.2 威脅生命的呼吸抑制作用
使用類鴉片藥物後，曾通報嚴重、威脅生命或致命的呼吸抑制作用，即使依建議用量使用亦然。
若未能及時發現呼吸抑制現象並予以治療，將可能導致呼吸停止與死亡。呼吸抑制的處置方法係
依病人的臨床狀態而定，包括密切觀察、支持性措施、施予類鴉片受體拮抗劑〔請參閱用藥過量
(4.9)〕。類鴉片受體促進劑誘發呼吸抑制作用後，二氧化碳 (CO2) 滯留可能會導致其鎮靜效果
惡化。
在使用疼靜®期間，皆可能發生嚴重、威脅生命或致命的呼吸抑制作用，但此風險在開始治療或
提升劑量後最為明顯。開始以疼靜®進行治療或提升其劑量後，應密切監測病人是否出現呼吸抑制現
象。
為降低呼吸抑制作用的風險，請務必採取適當的用藥與劑量調整措施〔請參閱4.2 劑量與施用方法〕
。
讓病人從其他類鴉片產品改用疼靜®時，若將劑量過度上修，將可能會使第一劑達到足以致命的
劑量。

疼靜®用於治療有其他睡眠呼吸停止症候群之不寧腿症候群病人時，建議應謹慎注意，因為
有呼吸抑制的加成風險。目前沒有風險之相關資料，因為進行臨床試驗時將有睡眠呼吸停止
症候群之病人排除。
即使只是意外誤食一劑的疼靜®，仍可能因為可待因酮的劑量超標而引起呼吸抑制和死亡，並
以兒童最可能發生。
4.4.3 新生兒類鴉片藥物戒斷症候群
孕婦於長期使用oxycodone後，將使新生兒出現戒斷症狀。新生兒戒斷症候群與成年人的類鴉片
藥物戒斷症候群不同，若未及時發現和治療，可能會威脅生命，且需要依據新生兒學專家所制訂
的方法進行治療。若孕婦需要長期使用類鴉片藥物時，請向病人說明新生兒類鴉片藥物戒斷症候
群的風險，並應備妥適當治療。
新生兒類鴉片藥物戒斷症候群的表現為易怒、過動與睡眠型態異常、大聲哭鬧、顫抖、嘔吐、腹
瀉與體重無法增加。新生兒類鴉片藥物戒斷症候群的發作、持續時間與嚴重度，會受到類鴉片藥
物種類、使用時間、母親最後一次用藥時間和劑量，以及新生兒排出藥物的速率影響。
4.4.4 與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的交互作用
疼靜®搭配中樞神經系統 (CNS) 抑制劑（例如：鎮靜劑、抗焦慮劑、安眠藥、抗精神分裂病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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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對正在接受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的病人使用疼靜®時，應評估中樞神經抑制劑已使用多久、
以及病人的反應，其中包括對於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產生的耐受性。此外，應考慮病人是否使用
酒精及／或可引發中樞神經系統抑制作用的非法藥物。於決定開始以疼靜®進行治療後，一開始

物與其他類鴉片藥物）使用後，將可能引發低血壓、過度鎮靜、昏迷或呼吸抑制。
考慮對正在接受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的病人使用疼靜®時，應評估中樞神經抑制劑已使用多久、
以及病人的反應，其中包括對於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產生的耐受性。此外，應考慮病人是否使用
酒精及／或可引發中樞神經系統抑制作用的非法藥物。於決定開始以 疼靜®進行治療後，一開始
請以一般劑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為疼靜® 的劑量基準，同時必須監測病人是否出現鎮靜與呼
吸抑制的徵象，並應考慮為同時使用的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調降劑量〔請參閱藥物交互作用(4.5)
以及劑量與施用方法 (4.2)〕。
4.4.5 老年、惡病質與虛弱病人用藥
老年、惡病質或虛弱病人的藥物動力學條件與清除率低於年輕、身體較健康的病人，更可能發生
威脅生命的呼吸抑制作用。因此，應對此類病人進行密切監測，於開始使用疼靜® 與調整劑量，
以及與其他可抑制呼吸的藥物同時使用時更應如此〔請參閱警語及注意事項 (4.4)〕。
4.4.6 慢性肺病病人用藥
由於患有嚴重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肺心症、呼吸儲備容積大幅降低、缺氧、血中二氧化碳過高，或
已具有呼吸抑制狀況的病人以一般治療劑量使用疼靜® 後，也可能導致呼吸驅動力降低而造成呼
吸暫停，因此請對此類病人進行監測，且於開始使用疼靜® 與調整劑量，以及與其他可抑制呼吸
的藥物同時使用時更應如此〔請參閱警語及注意事項(4.2)〕。情況許可時，應考慮採用替代性的
非類鴉片止痛藥。
4.4.7 降血壓效果
疼靜® 可能引發嚴重低血壓，其中包括具行動力病人可能發生的姿勢性低血壓與昏厥。若病人維
持血壓的機制已因血量減少或同時使用特定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例如：phenothiazines或全身性
麻醉劑）而受損，則將面臨更高的風險〔請參閱藥物交互作用 (4.5)〕。對此類病人開始使用疼靜
®
或調整劑量後，應進行監測。對發生循環性休克的病人使用疼靜® 後，可能導致血管擴張，進一
步導致心輸出量及血壓降低。因此，請避免對循環性休克病人使用疼靜® 。
4.4.8 頭部傷害或顱內壓增高病人用藥
對容易因二氧化碳滯留而影響顱內壓的病人（例如：經證實為顱內壓上升或具有腦部腫瘤者）使
用疼靜® 後，應監測鎮靜與呼吸抑制作用徵象，在開始使用疼靜® 時更應如此。疼靜® 可能降低呼
吸驅動力，此作用將導致二氧化碳滯留，並進而導致顱內壓提升。類鴉片藥物也可能影響腦傷病
人的臨床進展。
請避免對意識受損或昏迷的病人使用疼靜® 。
4.4.9 吞嚥困難者及腸胃道管腔較小者的阻塞風險
於上市後報告中曾反映有難以吞下疼始康定藥錠(與本品主成分相同，但為緩釋劑型)的案例，其
中包括窒息、嘔吐、反溢及藥錠卡於喉嚨等。有鑑於此，請向病人說明：將疼靜® 放入口中之
前，請勿以浸泡、舔舐或任何方式將錠劑弄濕。此外，請ㄧ次吞服一顆疼靜® ，並應配以足量的
開水，將錠劑放入口中後，應立即整顆吞下。
極少數的上市後報告中曾提出疼始康錠® 藥錠腸阻塞與憇室炎惡化的案例，其中部分案例必須經
由醫療介入措施將藥物取出。患有食道癌或結腸癌等腸胃道疾病，並伴隨胃腸道管腔較小的病人
發生此類併發症的風險較高。若病人吞嚥困難，並因患有腸胃道疾病而可能導致腸胃道管腔縮
小，請考慮使用替代止痛藥。
4.4.10 胃腸道疾病病人用藥
疼靜® 不得用於腸胃道阻塞病人（包括麻痺性腸阻塞），否則疼靜® 所含的oxycodone可能會導致奧
迪氏括約肌 (sphincter of Oddi) 痙攣。請監測膽道疾病（包括急性胰炎）病人的症狀是否發生惡
化。類鴉片藥物可能導致血清澱粉酶濃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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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抽搐或癲癇病人用藥
疼靜® 所含的oxycodone可能會導致抽搐性疾病的抽搐症狀惡化，並可能在某些臨床條件下誘發癲
癇發作或導致惡化。請監測具有癲癇發作病史的病人是否於疼靜® 治療期間出現癲癇發作控制不
良的狀況。
4.4.12 戒斷症狀防範措施
若病人曾經或目前正以疼靜® 等全類鴉片促進型藥物止痛劑治療，請避免使用促進／拮抗混合型
止痛藥（例如：pentazocine、nalbuphine及butorphanol）或部分促進型 (buprenorphine) 止痛藥，否
則將使止痛效果降低及／或引發戒斷症狀。
停用疼靜® 時，應將劑量遞減〔請參閱劑量與施用方法(4.2)〕。請勿突然停用疼靜® 。
4.4.13 駕駛與操作機械
駕車或操作機械皆為可能帶來危險的活動，而疼靜® 可能會影響從事這些活動所必備的生理與心
理能力。請向病人說明：在病人可耐受疼靜® 的作用且瞭解對於藥物的反應前，不得駕駛或操作
危險機械。
4.4.14 細胞色素P450 3A4抑制劑與促進劑
由於CYP3A4同功酶為oxycodone的主要代謝酶之一，對CYP3A4活性造成影響的藥物可能影響
oxycodone的清除率，進而導致其血漿濃度出現變化。
諸如巨環類抗生素（例如：紅黴素 [erythromycin]）、唑類抗真菌劑（例如：ketoconazole）及蛋
白酶抑制劑（例如：ritonavir）等CYP3A4抑制劑引發抑制作用時，將導致oxycodone的血漿濃度
上升，延長類鴉片藥物的作用。諸如 rifampin、carbamazepine 及 phenytoin 等CYP450促進劑可能
會促進oxycodone的代謝，因此可能提高藥物的清除率，進而導致oxycodone血漿濃度降低、療效
不佳，甚至可能讓對oxycodone具有生理依賴性的病人出現戒斷症狀。
若必須同時施用，則於對目前正在使用或停用 CYP3A4 抑制劑或促進劑的病人導入疼靜® 時，應
特別謹慎。在達到穩定的藥效之前，請對這些病人進行較密切的評估並考慮調整劑量。〔請參閱
藥品交互作用 (4.5) 及藥理性質(5)〕。
4.4.15 實驗室監測
用於偵測「類鴉片藥物」的尿液藥物篩檢並不一定可靠，且供診間使用的方法更是如此。此外，
許多實驗室於提出尿液藥物濃度報告時，皆將低於一定「界限值」者視為「陰性」。因此，若考
慮將 oxycodone 的尿液檢驗作為個別病人臨床處置的一部分，請確認所運用的試驗是否具有適當
的敏感性與特異性，並應於解讀結果時，考量檢驗的限制條件。
4.4.16 腎上腺功能不全
曾有使用 opioid 類藥品發生腎上腺功能不全之通報案例，多數案例發生於使用 opioid 類藥品超過
1 個月後。腎上腺功能不全可能以非特異性的症狀表現，包括：噁心、嘔吐、厭食、疲倦、虛
弱、眩暈及低血壓等。
若懷疑病人發生腎上腺功能不全，應儘速進行相關檢查，倘經確診，應停用原本的 opioid 類藥品
並持續使用皮質類固醇治療 直至腎上腺功能恢復。另可嘗試使用其他不同成分之 opioid 類藥
品，因有些案例於更換其他不同成分之 opioid 類藥品後，未再出現腎上腺功能不全之情形。惟依
現有資訊尚無法認定，是否有特定的 opioid 類藥品發生腎上腺功能不全的風險較高。
4.4.17 併用 benzodiazepine 類藥品或其他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
Opioid 類藥品與 benzodiazepine 類藥品或其他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包括酒精）併用，可能導致
重度鎮靜（profound sedation）、呼吸抑制、昏迷及死亡之風險，故僅限於其他治療方式均無法達
到預期效果時，方可考慮併用，且應使用最低有效劑量及最短治療時間，並嚴密監測病人是否有
呼吸抑制及鎮靜等相關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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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藥品交互作用
具有中樞神經系統抑制效果的物質 （例如：其他類鴉片藥物、鎮靜劑、助眠劑、抗憂鬱劑、
phenothiazines、抗精神分裂藥物、抗組織胺及止吐劑）可能會加強疼靜® 的中樞神經系統抑制效果。
酒精可能會提高疼靜® 的藥效學效應，因此應避免使用。
同時使用oxycodone與香豆素抗凝血劑後，曾觀察到國際標準化比值（INR，或稱 Quick 值）發生雙
向變化，且該等變化達到具有臨床意義。
Oxycodone主要是經由CYP3A4及部分經由CYP2D6代謝(請參閱5.2節)。此代謝途徑可能會被各種併
用藥品或食物所抑制或促進。疼靜® 的劑量可能因此需要調整。
CYP3A4抑制劑，例如macrolide類抗生素 (如clarithromycin、erythromycin、telithromycin)、azole類抗
黴 菌 劑 (如 ketoconazole 、 voriconazole 、 itraconazole 、 posaconazole) 、 protease 抑 制 劑 ( 如 ritonavir 、
indinavir、nelfinavir、saquinavir)、cimetidine和葡萄柚汁都可能降低oxycodone的清除，進而導致
oxycodone血中濃度增加。所以可能需要減少本品的劑量和重新調整劑量。CYP3A4誘導劑，例如
rifampicin、carbamazepine、phenytoin和聖約翰草都可能促進oxycodone的代謝和增加本品的清除，進
而導致oxycodone血中濃度減少，所以可能需要進一步的劑量調整以達到控制症狀的適當藥效。
理論上，抑制CYP2D6活性的藥品，例如paroxetine、fluoxetine和quinidine可能會降低oxycodone的清
除，進而導致oxycodone血中濃度增加。和CYP2D6抑制劑併用對oxycodone排除沒有明顯的影響，且
對oxycodone的藥效沒有影響。
根據體外(in vitro)代謝試驗結果，預期 oxycodone 與 naloxone 應不致發生臨床重大交互作用。
Oxycodone 與 naloxone 在治療濃度下，應不致與 paracetamol、乙醯水楊酸或 naltrexone 發生具臨床
意義之交互作用。
4.6 生育力、懷孕與授乳
懷孕
目前並無孕婦及產婦使用疼靜® 的資料。對孕婦使用 oxycodone 的有限資料中，並無證據顯示此物質
可能提高先天異常的風險。Naloxone 用於孕婦的臨床資料尚不足以用於說明相關風險，但目前已知
女性服用本品後，naloxone 的全身暴露量相當低（請參閱第 5.2 節）。oxycodone 與 naloxone 均可進
入胎盤中，先前尚未對 oxycodone 與 naloxone 複方劑進行動物試驗（請參閱第 5.3 節）。單獨使用
oxycodone 或 naloxone 的動物試驗中，並未反映出個別藥物具有致畸胎性或胚胎毒性。
若 於 懷 孕 期 間 長 期 施 用 oxycodone ， 可 能 會 導 致 新 生 兒 出 現 戒 斷 症 狀 。 若 於 生 產 期 間 施 用
oxycodone，可能會導致新生兒出現呼吸抑制。
使用本品的效益高於對於胎兒或新生兒的可能風險時，才可於懷孕期間使用此產品。
授乳
Oxycodone 可經由母乳泌出。Oxycodone 於母乳及血漿內的濃度比例為 3.4:1，代表此物質可能會對
授乳中的嬰兒造成影響。目前仍未知 naloxone 是否會經由母乳泌出，但目前已知使用本品後，
naloxone 的全身濃度極低（請參閱第 5.2 節）。
若授乳中女性服用多劑本品，不排除可能會為授乳幼兒帶來風險。
請於使用疼靜® 治療期間停止授乳。
生育力
無生育力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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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對於駕駛與操作機械能力的影響

疼靜® 可能會影響駕駛與操作機械的能力，此影響最常於開始以本品治療、提升劑量、替換藥品，以
及同時使用本品與其他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時發生，而已固定使用某一劑量的病人不須特別予以限
制，因此病人應詢問醫師是否可駕駛或操作機械。
必須告知正在接受疼靜® 治療且出現嗜睡及／或猝睡發作的病人，要禁止開車或從事警覺力變差時可
能讓他們或其他人處於嚴重傷害或死亡風險的活動（例如操作機器），直到這類重複發作和嗜睡情
形已經解決(請同時參閱 4.4 和 4.5 節)。
本品可能會削弱認知功能並影響病人安全駕駛的能力。
4.8 不良反應
評估不良反應時，係採用以下頻率標準：
極常見 ( 1/10)
常見（ 1/100，但 < 1/10）
不常見（ 1/1,000，但 < 1/100）
罕見（ 1/10,000，但 < 1/1,000）
極罕見（ 1/10,000）
未知（無法經由已知資料估算）
每一頻率類別中，係依嚴重度遞減次序列出不良反應。
治療疼痛時的不良反應
免疫系統問題
不常見：
過敏
代謝與營養問題
常見：
食慾降低，甚至完全喪失
精神問題
常見：
不常見：
罕見：
未知：

失眠
思考異常、焦慮、意識混亂、憂鬱、性慾降低、緊張、躁動
藥物依賴性
歡愉感、幻覺、夢魘、攻擊行為

神經系統問題
常見：
頭昏、頭痛、嗜睡
不常見：
痙攣（特別是具有痙攣問題，或易發痙攣者）、專注力受損、味覺障礙、語言障礙、
顫抖、昏厥、昏睡
未知：
鎮靜、感覺異常
眼部問題
不常見：

視覺障礙

耳部與迷路問題
常見：
眩暈
心臟問題
不常見：

心絞痛(特別是具有冠狀動脈疾病)、心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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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

心搏過速

血管問題
常見：
不常見：

熱潮紅
血壓升高、血壓降低

呼吸、胸腔與縱膈問題
不常見：
呼吸困難、鼻水、咳嗽
罕見：
打呵欠
未知：
呼吸抑制
胃腸道問題
常見：
腹痛、便秘、腹瀉、口乾、消化不良、嘔吐、噁心、脹氣
不常見：
腹脹
罕見： 牙齒問題
未知： 打嗝
肝膽問題
不常見：

膽絞痛(biliary colic)、肝臟酵素濃度提升

皮膚與皮下組織問題
常見：
搔癢、皮膚反應、多汗症
骨骼肌肉與結締組織問題
不常見：
肌肉痙攣、肌肉抽動、肌肉疼痛
腎臟與泌尿問題
不常見：
尿急
未知：
滯尿
生殖系統與乳房問題
未知：
勃起障礙
全身問題與施用部位狀況
常見：
無力、疲倦
不常見：
胸痛、冷顫、藥物戒斷症候群、不適感、疼痛、周邊水腫、口渴
檢查
不常見： 體重減少
罕見：
體重增加
傷害、中毒與手術併發症
不常見：意外傷害
目前已知主成分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具有以下額外不良反應：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的藥理性質可能引發呼吸抑制、瞳孔縮小、支氣管痙攣及非橫紋肌痙攣，
以及抑制咳嗽反射。
感染與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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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

單純疱疹

免疫系統問題
未知：
全身性過敏反應(anaphylatic response)
代謝與營養問題
不常見： 脫水
罕見：
食慾上升
精神問題
常見：
不常見：

情緒改變與人格變化、活動力降低、精神運動過度活躍(psycomotor hyperactivity)
認知異常（如喪失現實感）、躁動

神經系統問題
不常見：
專注力受損、偏頭痛、張力過高、非自主肌肉收縮、感覺減退、協調功能異常
未知：
痛覺過敏
耳部與迷路問題
不常見：
聽力受損
血管問題
不常見：

血管擴張

呼吸、胸腔與縱膈問題
不常見：
發音困難
胃腸道問題
常見：
不常見：
罕見：
未知：

打嗝
口腔潰瘍、口腔炎、吞嚥困難、腸阻塞
黑糞、牙齦出血
齲齒

肝膽問題
未知：

膽汁鬱積

皮膚與皮下組織問題
不罕見：
皮膚乾澀
罕見：
蕁麻疹
腎臟與泌尿問題
常見：
排尿困難
生殖系統與乳房問題
不常見：
性腺機能減退
未知：
閉經
全身問題與施用部位狀況
不常見：
水腫、藥物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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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新生兒藥物戒斷症候群

血清素症候群
曾有併用 opioid 類藥品與作用於血清素系統之藥品，發生危及生命之血清素症候群之通報案例。
雄性激素缺乏
曾有長期使用 opioid 類藥品發生雄性激素缺乏之通報案例。
不寧腿症候群治療的不良反應
下列為試驗中觀察到的疼靜® 藥物不良反應，此試驗為 12 週、隨機分配、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包
括總共 150 名病人使用疼靜® 及 154 名病人使用安慰劑，每日給藥劑量介於 10 毫克／5 毫克及 80 毫
克／40 毫克之間的 oxycodone hydrochloride/naloxone hydrochloride。與本品治療疼痛相關但在不寧腿
症候群治療試驗族群未觀察到的藥物不良反應，包括在頻率未知項目。
免疫系統問題
未知： 過敏
代謝及營養異常
常見：
食慾降低，甚至喪失食慾
精神問題
常見：
失眠、憂鬱
不常見： 性慾降低、突然睡著
未知：
思考異常、焦慮、意識混亂、神經質、煩亂不安、異常興奮、幻覺、做惡夢、藥物依賴
性、攻擊行為
神經系統問題
極常見： 頭痛、嗜睡
常見：
暈眩、注意力障礙、顫抖、感覺異常
不常見： 味覺障礙
未知：
痙攣(特別是具有痙攣問題，或易發痙攣者)、鎮靜、語言障礙、暈厥、昏睡
眼部問題
常見：
視力障礙
耳部與迷路問題
常見：
暈眩
心臟問題
未知：
心絞痛，特別是具有冠狀動脈疾病史者、心悸、心搏過速
血管問題
常見：
熱潮紅、血壓降低、血壓升高
呼吸、胸腔與縱膈問題
不常見： 呼吸困難
未知：
咳嗽、鼻水、呼吸抑制、打呵欠
胃腸問題
極常見： 便祕、噁心
常見：
腹痛、口乾、嘔吐
不常見： 脹氣
未知：
腹脹、腹瀉、消化不良、打嗝、牙齒異常
肝膽問題
常見：
肝臟酵素上升(丙胺酸轉胺酶升高、γ-麩胺酸轉移酶升高)
未知：
膽絞痛
皮膚與皮下組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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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常見：
多汗
常見：
搔癢、皮膚反應
骨骼肌肉與結締組織問題
未知：
肌肉痙攣、肌肉抽搐、肌痛
腎臟與泌尿問題
未知：
尿急、尿滯留
生殖系統與乳房問題
不常見：
勃起障礙
全身性異常與施用部位的症狀
極常見：
疲倦
常見：
胸痛、冷顫、口渴、疼痛
不常見：
藥物戒斷症候群、周邊水腫
未知：
不適感、無力
檢查
未知：
體重減少、體重增加
傷害、中毒與手術併發症
不常見：
意外傷害
4.9 用藥過量

中毒症狀
疼靜 ® 使用過量時，隨病人病史不同，可能會由 oxycodone（類鴉片藥物受體促進劑）或 naloxone
（類鴉片藥物受體拮抗劑）誘發。
oxycodone 用藥過量的症狀包括瞳孔縮小、呼吸抑制、嗜睡並發展至喪失意識、骨骼肌無力、心搏過
緩及低血壓，嚴重案例可能發生昏迷、非心因性肺水腫及循環衰竭，甚至因此致命。
naloxone 使用過量的症狀通常不會單獨發生。

中毒治療
對於過量使用 naloxone 的戒斷症狀，應於密切監測的環境中，針對症狀治療。
若發生可能為 oxycodone 使用過量的臨床症狀，請以類鴉片藥物拮抗劑（例如：靜脈注射 naloxone
hydrochloride 0.4-2 毫克）治療。若臨床上有其必要，請每隔 2-3 分鐘重複施用一次。此外，也可將
naloxone hydrochloride 2 毫克加入 500 毫升的 0.9% 氯化鈉溶液，或 5% 葡萄糖溶液中（使 naloxone
濃度為每毫升 0.004 毫克） 輸注時，應按照快速施藥的劑量，並注意病人的反應。
請考慮使用胃部灌洗。
處理過量用藥所帶來的循環系統休克時，請視需要採用支持措施（人工呼吸、氧氣、血管加壓素與
液體輸注）。發生心臟驟停或心律不整時，可能需要給予心臟按摩或去顫。需要時，應施行人工呼
吸。請保持體液與電解質代謝平衡。
5. 藥理性質
5.1 藥效性質
治療藥物類別：鎮痛劑、類鴉片、天然鴉片生物鹼
ATC 代碼：N02AA55
作用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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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codone 與 naloxone 對於腦部、脊髓與周邊器官(例如腸道)的 kappa、mu 及 delta 類鴉片藥物受體具
有親和力。Oxycodone 作用為類鴉片受體促進劑，經由與中樞神經系統的內源性類鴉片受體結合，達
到舒緩疼痛的效果；而 naloxone 則為各型類鴉片受體的拮抗劑。
藥效學作用
大部分 Naloxone 於服用後會發生顯著的首渡效應，其口服生物可用率低於 3%，因此應不致引發臨
床相關的全身效應。由於 naloxone 進入腸後，會與 oxycodone 調控的類鴉片受體發生局部的競爭拮
抗作用，因此可減少類鴉片治療的典型腸道功能問題。
類鴉片可影響下視丘-腦下垂體-腎上腺或性腺軸，導致血清中泌乳激素濃度增加，以及血漿中皮質
醇(cortisol)與睪固酮 (testosterone)濃度降低，激素濃度變化可能引發臨床症狀。
經臨床前試驗指出，天然類鴉片可能會對免疫系統造成不同的效應，但目前尚未知這些效應的臨床
意義。目前尚無法得知 oxycodone（一種半合成的類鴉片）對於免疫系統的效應是否與天然類鴉片
相似。
止痛
在一項為期 12 週，以 322 位發生類鴉片藥物誘發便秘的病人為對象，採平行組、雙盲設計的試驗
中，經施用 oxycodone hydrochloride-naloxone hydrochloride 後，在最後一週治療時，相較於繼續以近
似劑量使用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長效錠的病人，（未使用瀉劑下）自發性排便次數平均多出一
次 (p < 0.0001)。最初四週中，相較於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單藥療法組，oxycodone-naloxone 組使
用瀉藥的比例顯著較低（分別為 55% 及 31%，p < 0.0001）。在一項以 265 位非癌症病人為對象，
對每天接受 60 毫克 oxycodone hydrochloride／30 毫克 naloxone hydrochloride（最高為 80 毫克／40
毫克）與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單藥療法進行比較的試驗中，也獲得近似的結果。
不寧腿症候群（Restless Legs Syndrome）
在 一 項 12 週雙盲 療 效試驗， 150 名重 度 至極重度 自發性不 寧 腿症候群 病人 ，隨 機 分配接受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naloxone hydrochloride 治療。重度的定義為 IRLS 分數介於 21 及 30，而極
重度的分數介於 31 及 40。試驗顯示相較於安慰劑，整個治療期間病人在平均 IRLS 分數有臨床意義
及統計顯著改善；第 12 週時相較於安慰劑，平均 IRLS 分數減少 5.9 分（假定停止試驗之病人的療
效與完成安慰劑的病人類似，代表這是非常保守的評估方式）。試驗證實早在治療第一週時已開始
發揮療效，下列評估項目顯示類似結果：RLS 症狀嚴重度改善（以 RLS-6-量表評估）、QoL-RLS 問
卷評估的生活品質、睡眠品質（以 MOS 睡眠量表評估）及 IRLS 分數範圍的比例。試驗期間沒有受
試者被認為疾病增強。

5.2 藥動學性質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吸收
Oxycodone 的絕對生體可用率甚高，經口服後高達 87%。

分佈
經吸收後，oxycodone 可分佈於全身，約 45% 與血漿蛋白結合。
oxycodone 可穿過胎盤，並可於母乳中測得。

代謝
Oxycodone 於腸及肝臟內代謝為 noroxycodone 與 oxymorphone，以及多種葡萄糖醛酸共軛物。
Noroxycodone、oxymorphone 及 noroxymorphone(原羥嗎啡酮)係來自 Cytochrome P450 作用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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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idine 於人體內會減少 oxymorphone 的產生，但不致明顯影響 oxycodone 的藥效。代謝物的分佈
對於藥效的影響未達顯著程度。

排除
Oxycodone 及其代謝物係經尿液與糞便排除。
Naloxone hydrochloride

吸收
Naloxone 經口服後，全身可用率極低 (<3%)。

分佈
Naloxone 可進入胎盤中，目前仍未知 naloxone 是否會經由母乳泌出。

代謝與排除
經注射後，其血漿半衰期約為 1 小時，作用持續時間受到劑量和投予途徑影響，其中肌肉注射的效
果 較 靜 脈 注 射 為 持 久 。 Naloxone 係 於 肝 臟 內 代 謝 並 經 尿 液 排 出 ， 主 要 代 謝 物 為 naloxone
glucuronide、6β-Naloxol 及其葡萄糖醛酸鹽(glucuronide)。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naloxone hydrochloride 複方劑（疼靜® ）
藥動/藥效關係
疼靜 ® 含有 oxycodone，其藥物動力學特性與同時施用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長效錠及 naloxone
hydrochloride 長效錠時相等。
所有劑量強度的疼靜® 可替換使用。
以最高劑量對健康受試者經口施予疼靜® 後，naloxone 的血漿濃度甚低，無法進行藥物動力學分析。
因此，係使用 naloxone-3-glucuronide 作為分析標的物，該物質的血漿濃度可以定量。
整體而言，相較於空腹狀態，食用高脂早餐後，oxycodone的生物可用率與最高血漿濃度 (Cmax) 平均
分別提升 16% 及 30%。經評估此藥物暴露量增加未具有臨床代表性，因此疼靜® 長效錠可伴隨或不
伴隨食物服用（請參閱第 4.2 節）。
體外(in vitro)代謝試驗中顯示，疼靜® 應不會引起臨床相關交互作用。
老年病人
Oxycodone：
與年輕志願者相比，在老年人中，oxycodone的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 (AUCτ) 平均提升至118%（90%
信賴區間：103、135）、最高血漿濃度平均提升至 114%（90% 信賴區間：102、127），而最低血
漿濃度平均提升至 128%（90% 信賴區間：107、152）。
Naloxone：
與年輕志願者相比，在老年人中，naloxone的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 (AUCτ) 平均提升至 182%（90%
信賴區間：123、270）、最高血漿濃度平均提升至 173%（90% 信賴區間：107、280），而最低血
漿濃度平均提升至 317%（90% 信賴區間：142、708）。
Naloxone-3-glucuron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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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年輕志願者相比，在老年人中，naloxone-3-glucuronide的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 (AUCτ) 平均提升至
128%（90% 信賴區間：113、147）、最高血漿濃度平均提升至127%（90% 信賴區間 ：112、
144），最低血漿濃度平均提升至 125%（90% 信賴區間：105、148）。
肝功能不全者
Oxycodone：
與健康志願者相比，在輕度、中度與重度肝功能不全受試者中，oxycodone 的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
(AUCINF) 平均分別提升至 143%（90% 信賴區間：111、184）、319%（90% 信賴區間：248、411）
及 310%（90% 信賴區間：241、398）；最高血漿濃度平均分別提升至 120%（90% 信賴區間：99、
144）、201%（90% 信賴區間：166、242）及 191%（90% 信賴區間：158、231），而半衰期平均分
別提升至 108%（90% 信賴區間：70、146）、176%（90% 信賴區間：138、215）及 183%（90% 信
賴區間：145、221）。
Naloxone：
與健康志願者相比，在輕度、中度與重度肝不全受試者中，naloxone 的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 (AUCt)
平均分別提升至 411%（90% 信賴區間：152、1112）、11518%（90% 信賴區間：4259、31149）及
10666%（90% 信賴區間：3944、28847）；最高血漿濃度平均分別提升至 193%（90% 信賴區間：
115、324）、5292%（90% 信賴區間：3148、8896）及 5252%（90% 信賴區間：3124、8830）。由
於缺乏相關資料，因此並未計算 naloxone 之半衰期與 AUCINF 數值，而 naloxone 的生體可用率係依
據 AUCINF 數值計算。
Naloxone-3-glucuronide：
與健康志願者相比，在輕度、中度與重度肝功能不全受試者中，naloxone-3-glucuronide 的濃度-時間
曲線下面積 (AUCINF) 平均分別提升至 157%（90% 信賴區間：89、279）、128%（90% 信賴區間：
72、227）及 125%（90% 信賴區間：71、222）；最高血漿濃度平均分別提升至 141%（90% 信賴區
間：100、197）、118%（90% 信賴區間：84、166）以及降至 98%（90% 信賴區間：70、137），而
半衰期平均分別提升至 117%（90% 信賴區間：72、161），降低至 77%（90% 信賴區間：32、
121）及 94%（90% 信賴區間：49、139）。
腎功能不全者
Oxycodone：
與健康志願者相比，在輕度、中度與重度腎功能不全受試者中，oxycodone 的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
(AUCINF) 平均分別提升至 153%（90% 信賴區間：130、182）、166%（90% 信賴區間：140、196）
及 224%（90% 信賴區間：190、266）；最高血漿濃度平均分別提升至 110%（90% 信賴區間：94、
129）、135%（90% 信賴區間：115、159）及 167%（90% 信賴區間：142、196），而半衰期平均分
別提升至 149%、123% 及 142%。
Naloxone：
與健康志願者相比，在輕度、中度與重度腎功能不全受試者中，naloxone 的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
(AUCt) 平均分別提升至 2850%（90% 信賴區間：369、22042）、3910%（90% 信賴區間：506、
30243）及 7612%（90% 信賴區間：984、58871）；最高血漿濃度平均分別提升至 1076%（90% 信
賴區間：154、7502）、858%（90% 信賴區間：123、5981）及 1675%（90% 信賴區間：240、
11676）。由於缺乏相關資料，因此並未計算 naloxone 之半衰期與 AUCINF 數值，而 naloxone 的生體
可用率係依據濃度-時間曲線下面積 (AUCt) 計算。由於無法確實探討 naloxone 於健康受試者血漿內
的分佈狀況，可能因此影響比例。
Naloxone-3-glucuronide：
與健康志願者相比，在輕度、中度與重度腎功能不全受試者中，naloxone-3-glucuronide 的濃度-時間
曲線下面積 (AUCINF) 平均分別提升至 220%（90% 信賴區間：148、327）、370%（90% 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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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550）及 525%（90% 信賴區間：354、781）；而最高血漿濃度平均分別提升至 148%（90% 信
賴區間：110、197）、202%（90% 信賴區間：151、271）及 239%（90% 信賴區間：179、320）。
平均而言，naloxone-3-glucuronide 半衰期在健康與腎功能不全者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濫用
為避免影響錠劑的長效性質，請勿將疼靜® 剝開、敲碎或嚼碎，否則將導致活性物質迅速釋出。此
外，以鼻內施用時，naloxone的排除率較低。上述兩種性質反映出若濫用疼靜® ，將無法使其發揮效
果 。 對 oxycodone 具 依 賴 性 的 大 鼠 經 靜 脈 施 用 2:1 比 例 的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 naloxone
hydrochloride後，將引發戒斷症狀。
5.3 臨床前安全資料
截至目前為止，並無使用 oxycodone 與 naloxone 複方劑進行的生殖毒性試驗。
在單一成分進行的試驗中，最高每公斤體重 8 毫克的劑量的 oxycodone 對雄性與雌性大鼠的生育能
力及胚胎發育並無影響；而在每公斤體重 125 毫克的劑量下，亦未對兔子的胚胎發育產生影響。然
而，當以個別兔子胚胎進行統計分析時，可發現與劑量相關的發育變異增多之現象（27 薦前脊椎及
額外肋骨對的發生率上升）。而當以仔兔對這些參數進行統計評估後，僅有 27 薦前椎的發生頻率增
加，且此現象只限定發生於每公斤體重 125 毫克組。在此劑量下，懷孕母兔會發生嚴重的藥物毒性
效應。一項以大鼠為對象的週產期前後之幼胎發育試驗中，相較於對照組（降低母鼠體重與攝食量
的劑量組〔未發現任何不良反應的劑量：每公斤體重 2 毫克〕），母鼠以每天每公斤體重 6 毫克的
劑量接受藥物後，第一子代 (F1) 的體重較低。然而，對身體、反射及感覺發育，以及行為與生殖指
數並無影響。以 naloxone 進行的標準經口生殖毒性試驗中，顯示口服高劑量 naloxone 並無致畸胎性
及／或胚胎／胎體毒性，且不會對週產期前後之幼胎發育造成影響。於產後立即施用極高劑量的
naloxone（每天每公斤體重 800 毫克）後，會對母鼠產生重大毒性(例如:體重下降、痙攣)，且造成仔
鼠死亡數上升。但在存活的仔鼠中，並未觀察到發育或行為方面的影響。
目前尚未有以oxycodone／naloxone複方劑，或單獨以oxycodone進行長期致癌性試驗。naloxone曾用
於一項以大鼠為對象，為期 24 個月的口服致癌性試驗，所使用的最高劑量為每天每公斤體重 100 毫
克。試驗結果顯示在這些條件下，naloxone並不具有致癌性。
體外試驗顯示 oxycodone 與 naloxone 可能會造成染色體損害(clastogenic)，但體內試驗並未觀察到類
似效應，即使在毒性劑量下亦然。這些試驗結果顯示，在治療濃度下，疼靜® 對於人類應不具有致突
變風險。
6. 藥物詳細資料
6.1 賦形劑清單
錠劑核心：
Ethylcellulose (乙基纖維素)
Stearyl alcohol (硬脂醇)
Lactose monohydrate (單水合乳糖)
Talc (滑石粉)
Magnesium stearate (硬脂酸鎂)
疼靜® 5 毫克／2.5 毫克：Hydroxylpropylcellulose (羥丙基纖維素)
疼靜® 10 毫克／5 毫克、20 毫克／10 毫克、40 毫克／20 毫克：普維酮 (Povidone K30)

錠劑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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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vinylalcohol) (聚乙烯醇)
Titanium dioxide (二氧化鈦) (E171)
Macrogol (聚乙二醇) 3350
Talc (滑石粉)
疼靜® 5 毫克／2.5 毫克：食用藍色一號鋁麗基 (E133)
疼靜® 20 毫克／10 毫克：氧化鐵紅 (E172)
疼靜® 40 毫克／20 毫克：氧化鐵黃 (E172)
6.2 不相容物
不適用。
6.3 保存期限
3 年。
6.4 儲存特殊注意事項
不得儲存於高於 25°C 的環境之中。
為避免光照，請放入原包裝內保存。
6.5 容器性質與內容器
聚氯乙烯／鋁箔藥卡，內含 28 或 56 顆長效錠(依當地供貨包裝為準)。
6.6 棄置特殊注意事項
未使用的產品或廢棄物應按照當地規範棄置。
7. 上市授權持有者
Napp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Cambridge Science Park
Milton Road
Cambridge
CB4 OGW
UK

8. 修訂日期
2020 年 02 月
製造廠
Bard Pharmaceuticals Ltd
Unit 191, Cambridge Science Park, Milton Road, Cambridge CB4 0GW, United Kingdom

藥商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製藥工廠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67 號地下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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