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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新藥介紹新藥介紹新藥介紹 Ticagrelor (Brilinta®)    
撰稿：吳儀蓁藥師；校稿：吳淑娟主任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抗血小板藥物在預防心臟栓塞及急性動脈症狀（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CS）扮演重

要的角色，機轉包括 phosphodiesterase inhibitor（PDE） inhibitor、adenosine diphosphate（ADP）

inhibitor、及 cyclooxygenase-1（COX-1）inhibior 等。其中市面上最常用的 clopidogrel（Plavix
®）

為 ADP inhibitor，常與低劑量的 aspirin 併用，以做為心臟手術後預防心臟栓塞。由於 Plavix

是為一種前驅藥（pro-drug），需經過體內代謝才具有抗栓塞的活性，近年來與其他藥物併用

造成藥物交互作用，導致藥效降低的情形引發關注；針對此現象，ticagrelor（Brilinta
®）直接

作用於 ADP receptor，不需經過代謝即產生作用，可避免可能發生的藥物交互作用及藥效降

低。 

 

 

貳貳貳貳、、、、藥理作用機轉與藥物動力學藥理作用機轉與藥物動力學藥理作用機轉與藥物動力學藥理作用機轉與藥物動力學 

一、機轉 

    Ticagrelor（圖一）及其主要代謝物與血小板上的 P2Y12ADP-受體直接進行可逆地相互作

用，以防止凝血訊息傳導和血小板活化（圖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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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ticagrelor 結構式 

 

       

 

                                                              

                                                                     

                                                                     圖二、tricagrelor 作用機轉 1
 

 

二、藥物動力學 2, 3
 

    Ticagrelor 身體可用率約 30%~42%，蛋白質結合率高（>99%），穩定狀態的分佈體積為

88 公升。與 clopidogrel 不同的是，ticagrelor 不須經由 CPY3A4 進行代謝即可作用（圖三）。
4 

Ticagrelor 主要代謝產物為 AR-C124910XX，經體外試驗評估顯示其亦具有活性，可與血小

板 P2Y12ADP-受體結合，活性代謝物的全身暴露量約為 ticagrelor 暴露量的 30-40%。藥物起

始作用時間（onset）約 30 分鐘，平均半衰期約 7 小時，活性代謝產物為 9 小時，主要經由肝

臟代謝，大部分由糞便排除（58%）。  

 

 

 

 

 

 

 

 

 

 

 

 

 

                           

 

圖三、clopidogrel 及 ticagrelor 代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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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劑量與交互作用劑量與交互作用劑量與交互作用劑量與交互作用 

一、劑量與服用方法 3
 

    Ticagrelor 起始劑量由單次預載劑量（loading dose）180 mg 開始，然後每次 90 mg，每天

2 次。給予 aspirin 預載劑量後（通常是 325 mg），與 ticagrelor 併用時，aspirin 的維持劑量為

每天 75-100 mg。若已接受 clopidogrel 預載劑量的急性冠心症患者，仍可以開始使用

ticagrelor 。 

 

二、調整劑量 3
 

    對嚴重肝功能不全的病人是禁忌，輕微肝功能損傷者無須調整劑量。腎功能不全患者無

須調整劑量，截至目前為止，並未對接受血液透析、中度或嚴重肝功能不全患者、兒童進行

研究。習慣性吸煙會使 ticagrelor的平均廓清率增加約 22%，但無須根據吸煙狀態調整 ticagrelor

劑量。 

 

三、交互作用 3 

    與超過 100 mg 的 aspirin 併用可能會減低 ticagrelor 的效果。在 PLATO（the PLATelet 

inhibition and patient Outcomes）試驗中，ticagrelor 與維持劑量超過 100 mg 的 aspirin 併用會

減低 ticagrelor 的有效性，因此給予 aspirin 預載劑量後（常用劑量為 325mg），aspirin 的併用

維持劑量應為 75-100 mg。 

    Ticagrelor 會被 CYP3A4/5 代謝，因此應避免與影響 CYP3A4/5 之藥物併用。強效 CYP3A

抑制劑有 atazanavir, clarithromycin, indinavir, itraconazole, ketoconazole, nefazodone, nelfinavir, 

ritonavir, saquinavir, telithromycin 和 voriconazole；強效 CYP3A 誘導劑有 rifampin, 

dexamethasone, phenytoin, carbamazepine 和 phenobarbital。 

    Ticagrelor 也會使 simvastatin 和 lovastatin 的血清濃度升高，因為這些藥物會被 CYP3A4

代謝，建議 simvastatin 和 lovastatin 的劑量應避免大於 40 mg。 

    因 ticagrelor 會抑制 P-醣蛋白轉運子（P-glycoprotein transpoter），使用 digoxin 時，如開

始併用 ticagrelor 或併用時有任何變更，要監測 digoxin 的血中濃度。 

 

 

肆肆肆肆、、、、副作用及注意事項副作用及注意事項副作用及注意事項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一、副作用 3
 

    常見的不良反應中，ticagrelor 較為常見，或與藥物藥理作用明顯相關的不良事件為呼吸

困難，包括活動時呼吸困難、休息時呼吸困難、夜間呼吸困難、夜間陣發性呼吸困難。若發

生呼吸困難之不良反應，其嚴重程度通常是輕至中度，在持續治療期間通常會緩解。患者若

在使用 ticagrelor 治療期間有新發生、長時間或惡化性的呼吸困難，須先排除可能需要治療的

潛在疾病。PLATO 試驗中針對使用 ticagrelor 患者進行肺功能試驗，發現不論使用前是否通

報呼吸困難，治療組之間，第一秒吐氣量（FEV1）無明顯差別；治療一個月後或長期治療至

少 6 個月後評估結果顯示，對肺功能無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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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 3
 

    由於 ICH（Intracerebral Hemorrhage）族群復發 ICH 的風險較高，因此有顱內出血病史或

活動性出血（例如消化性潰瘍或顱內出血）的病人為禁忌症。另外有嚴重肝功能不全的患者

可能增加 ticagrelor 暴露量，而且本藥尚未在這類族群患者中進行研究，因此禁用；另方面，

由於嚴重肝功能不全者之凝血蛋白合成減少，因此也會增加出血的風險，應避免使用。 

    在一般出血危險因子較大的族群中（如年紀大、有出血病史、經皮侵入性手術、使用出

血風險較大的藥物，如高劑量 aspirin、NSAIDs 等），若需進行手術，建議在手術前 5 天停用

ticagrelor。對於低血壓和最近做過冠狀動脈造影、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冠狀動脈繞道手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或其他

外科手術的患者，即使患者沒有任何出血徵兆，仍要懷疑出血的可能。國內仿單建議，在上

述此類族群中，在處理出血時，儘可能不要停止使用 ticagrelor，因停止使用可能增加隨後心

血管事件的風險。如果暫時停用 ticagrelor，要儘快重新開始使用，因停用 ticagrelor 可能會增

加心肌梗塞、支架內血栓和死亡的風險。 

    Ticagrelor 懷孕用藥分級為 C 級，因可能使哺乳嬰兒產生嚴重不良反應，故應考量藥物對

母親的重要性，以利決定是否停止哺乳或停藥。 

 

 

伍伍伍伍、、、、臨床試驗臨床試驗臨床試驗臨床試驗 

    Ticagrelor 與 clopidogrel 這兩個機轉相似的藥物，兩者的比較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表

一），目前主要參考試驗為 the PLATO trial，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國皆以此為評估的主要參

考資料。PLATO 試驗為一第三期、多中心、隨機、雙盲、雙虛擬（double dummy）、平行設

計（parallel-group）、事件驅動（event-driven）的國際性試驗。約有 18,000 名因為急性冠心

症而住院的病人參與此項試驗，病人以 1:1 的比例被隨機分派至 ticagrelor 組或 clopidogrel 

組。主要療效指標為事件發生的頻率，這些進行統計分析的事件包括心肌梗塞、中風或因血

管因素造成的死亡等。5 結果發現 ticagrelor 能明顯降低總死亡數、心肌梗塞等事件之發生。

死亡率降低的原因推測可能是由於降低了出血的機率，因為 ticagrelor 可逆性的機轉、較快的

起始作用時間，及較快的停止作用時間（offset），使處理急性冠狀動脈症狀的病人有更彈性

的空間，並可以防止手術過程的出血情形，使死亡率降低。6
 

    各國對 ticagrelor 的使用評估各有不同，加拿大不建議收載 ticagrelor，因分派試驗的次

族群分析結果（針對不同種族的區域性分析）中，北美洲的急性冠心症病人其臨床試驗

ticagrelor 組並沒有得到優於 clopidogrel 的效果，並沒有理由用較高的價格收載 ticagrelor。反

之，澳洲則可接受其成本效益分析之結果，收載 ticagrelor 合併 aspirin 做為急性冠心症（包

括心肌梗塞與不穩定心絞痛）治療。而英國也建議 ticagrelor 與低劑量之 aspirin 合併使用，

可做為治療成人急性冠心症的用藥選擇，並規範且限制使用期為 12 個月。。。。5 亞洲人的試驗也

陸續在進行中，其探討 ticagrelor 對亞洲人在藥物動力學、藥效學的表現，及療效與安全性

反應，仍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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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clopidogrel 與 ticagrelor 比較表 

學名學名學名學名 Ticagrelor Clopidogrel 

化學式分類化學式分類化學式分類化學式分類 
Cyclopentyltriazolo-pyrimidine 

(CPTP) 
Thienopyridine 

服用頻次服用頻次服用頻次服用頻次 Twice daily Once daily 

可逆性抑制可逆性抑制可逆性抑制可逆性抑制 P2Y12 是 否 

與與與與 CYP2C19 之藥效學變異性影響之藥效學變異性影響之藥效學變異性影響之藥效學變異性影響

（（（（PD variability）））） 
否 是 

3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內內內內抑制血小板聚集抑制血小板聚集抑制血小板聚集抑制血小板聚集（（（（inhibition 

of platelet aggregation, IPA））））之比例之比例之比例之比例 
41% 8% 

主要副作用主要副作用主要副作用主要副作用 
呼吸困難（Dyspnea） 

13.8% 

胸痛（Chest pain）
8.3% 

 

 

陸陸陸陸、、、、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Ticagrelor 經由代謝途徑的不同，相較於作用機轉相似的 clopidogrel，除了起始作用時間

較快之外，還能夠避免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惟其藥效及副作用的比較尚有許多的研究試驗

在進行，結果仍待觀察。 

 

 

柒柒柒柒、、、、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James JN, Stanley SS. Critical appraisal of ticagrelor in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Ther Clin Risk Manag. 2011; 7:473-488. 

2. Ticagrelor: Drug information© 2013 UpToDate 

3. Brilinta 中文仿單 

4. Albert Schömig. Ticagrelor - Is There Need for a New Player in the Antiplatelet-Therapy 

Field. N ENGL J med 2009; 361:1008-1111. 

5. 倍寧達膜衣錠 90 毫克（Brilinta Film-coat tablet 90mg）醫療科技評估報告 1010710。

全民健康保險藥事小組會議參考資料。 

6. Christopher PC, Robert AH et al. Comparison of ticagrelor with clopidogrel in patients with 

a planned invasive strategy for acute coronary syndromes (PLATO):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study. Lancet 2010; 375: 283–93. 

7. Sharis PJ, Cannon CP, Loscalzo J. The Antiplatelet Effects of Ticlopidine and Clopidogrel. 

Ann Intern Med 1998; 129:394. 

8. Gurbel PA et al. Circulation. 2009;120:2577–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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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安全資訊藥物安全資訊藥物安全資訊藥物安全資訊 
撰稿：官玫秀藥師；校稿：楊淑瑜組主任 

 

 

壹壹壹壹、、、、Acetaminophen 具有引起嚴重皮膚反應之危險具有引起嚴重皮膚反應之危險具有引起嚴重皮膚反應之危險具有引起嚴重皮膚反應之危險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日前對醫療人員及民眾發

出聲明，表示 acetaminophen 有造成罕見但嚴重之皮膚反應的危險。Acetaminophen 是常見用

來止痛及解熱的活性成分，經常出現在醫師處方或是非處方藥的產品中。所謂嚴重的皮膚反

應包括有史蒂芬強生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 SJS）、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TEN）及急性全身發疹樣膿疱症（acute generalized exanthematous 

pustulosis, AGEP），嚴重的話可能會致命。這些嚴重的皮膚反應可能發生在第一次或是任ㄧ

次服用 acetaminophen 期間，其他用來治療疼痛或是解熱的藥物，像是非類固醇類抗發炎藥物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也同樣有帶有造成嚴重皮膚反應的危險，相

關警訊都已經列在該類藥品（NSAIDs）的標示及說明上。 

這項新的資訊是來自 FDA 回顧文獻資料及其自有的資料庫-FDA 不良事件通報系統

（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FAERS），一項 FAERS 的研究揭露了 1969 年至 2012

年的 107 案例（91 例為 SJS/TEN 、16 例為 AGEP），其中有 67 例住院，12 例死亡，大多

數的案例是服用 acetaminophen 單一成分，少數服用為含有此成分的複方。利用藥物不良反應

評檢表（Naranjo score）評估，顯示這些案例與 acetaminophen 導致的不良反應相關性為可能

（possible）和極有可能（probable），其中在 91 例的 SJS/TEN 中有 6 例，16 例的 AGEP 中

有 1 例是極有可能，其餘皆分類為可能的。七例的極有可能案例皆經過皮膚科醫師及病理組

織檢查確診，有 6 人住院，1 人死亡。服藥到發生皮膚不良反應的時間從小於 24 小時到八天

不等。 

 FDA 表示，很難定義 acetaminophen 導致嚴重皮膚不良反應的發生率，因為此藥已被廣

泛的使用、個別的用法不同（如，偶爾使用或長期使用）及其上市時間太長，然而這些不良

事件（如，SJS, TEN 和 AGEP）的發生率應屬罕見案例。 

醫療專業人員應意識到 acetaminophen 有可能造成罕見，但嚴重的皮膚不良反應，當病

人發生藥物引起的皮膚不良反應時，應將 acetaminophen 與其他已知可能造成不良反應的懷疑

藥物同時列入考慮。當病人服用 acetaminophen 或其他解熱止痛藥物發生皮膚疹或皮膚反應，

需立刻停藥並尋求醫療協助。任何人曾因服用 acetaminophen 而發生嚴重的皮膚反應都不應該

再次服用，同時也應諮詢醫療專業人員建議其他適合的解熱止痛替代藥物。 

FDA 將要求廠商將相關警訊加入產品的標示及說明書，說明 acetaminophen 有引起嚴重

皮膚反應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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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本院本院本院本院常常常常備藥品項備藥品項備藥品項備藥品項 

Antiphen syrup (each ml contain acetaminophen 24mg, 60ml /bot) 

Bubdel tablet (acetaminophen 80mg) 

Depyretin tablet (acetaminophen 500mg) 

Foning capsule (each capsule contains acetaminophen 150mg,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1.25mg, methylephedrine HCl 5mg, caffeine anhydrous 15mg, 

dextromethophan HBr 7.5mg, potassium guaiacolsulfonate 30mg) 

Relax capsule (each capsule contains acetaminophen 350mg, carisoprodol 175mg) 

Tinten tablet (acetaminophen 500mg) 

Ultracet tablet (each table contains acetaminophen 325mg, tramadol 37.5mg) 

 

 

參參參參、、、、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Safety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Safety/MedWatch/SafetyInformation/SafetyAlertsforHumanMedicalProduc

ts/ucm363519.htm Accessed 09/24/2013. 

2.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Drug Safety and Availability.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Drugs/DrugSafety/ucm363041.htm Accessed 09/24/2013. 

3.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Consumer Updates. Available at 

http://www.fda.gov/ForConsumers/ConsumerUpdates/ucm363010.htm Accessed 09/2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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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Duragesic（（（（fentanyl））））止痛貼片需變更字體顏色以增加安全性止痛貼片需變更字體顏色以增加安全性止痛貼片需變更字體顏色以增加安全性止痛貼片需變更字體顏色以增加安全性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表示需要變更 Duragesic

貼片上字體的顏色使其可以清楚的被辨識，以避免意外暴露於孩童、寵物或是其他人，導致

可能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反應甚至死亡，這項措施也應該應用在其他 fentanyl 學名藥的貼片上。

亦需要提醒病人及醫療專業人員，即使是使用過的貼片也具有危險性，因為這些貼片仍存有

大量的強效麻醉止痛劑（strong narcotic pain medicine）。用過的貼片應該正確的被丟棄，即將

粘性的那ㄧ面對折向內，然後送至家裡附近的藥物檢收處。 

病人應該被告知貼片並非黏性強到不會掉落，有可能會意外脫落而黏到與自己親密的人

身上，如孩童；因此應該要定時檢查並加以按壓，確定貼片仍然正確的黏貼在皮膚上，如果

貼片的邊緣有鬆脫，應將其以膠帶黏牢。 

FDA 搜尋了 1990 年 8 月 17 日至 2016 年 4 月 16 日 FDA 不良事件通報系統（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FAERS）的資料庫，與 2004 年至 2010 年疾病管制及預防中

心（CDC）的 National Electronic Injury Surveillance System-Cooperative Adverse Drug Event 

Surveillance (NEISS-CADES) 資料庫，發現有 30 例孩童意外暴露於本類藥品的個案通報。大

多的案例都受到嚴重的傷害而需要住院治療，其中有十例更因此死亡。28 個案例為小於十歲

的孩童，大多（19 例）更是小於 2 歲。意外暴露發生的場所通常在病人的家中，或是孩童跟

隨大人去探視病人的醫療場所。 

資料顯示，從 2012 年 4 月 FDA 發佈相關警訊後，迄今仍新增了兩名兒童的死亡個案，

因此除了原本進行的降低意外暴露的作為外，現在 FDA 更希望能要求廠商變更貼片上字體的

顏色，希望字體顏色能加深且使用長時效的墨水印製。 

 

貳貳貳貳、、、、本院本院本院本院常常常常備藥品項備藥品項備藥品項備藥品項 

Durogesic TTS patch (fentanyl 50mcg/hour) 

Fentanyl transdermal patch (fentanyl 25mcg/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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