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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灣癌症人口有逐年增加趨勢，研究指出有超過 50%的病人，曾因癌症引起的疼痛感到

不適。疼痛指數，一般以視覺類比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或數字化分級量表

（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來做檢測，分數會隨著疾病的惡化而增加。疼痛的強度和疼痛

位置，則因不同類型的癌症、分期、及治療方式不同等有關。60% 病人在住院期間被醫師認

定有中重度疼痛，而有一半以上癌症病人對疼痛控制情形感到不佳，若疼痛無法得到良好的

控制，除了嚴重影響生活品質，持續的疼痛更可能會增加病人焦慮、憂鬱、甚至自殺的念頭。
1,2,3

 

一般疼痛可分體感型、內臟型、神經性三大類，癌症病人感受的疼痛則是混合型疼痛，

意味著病人可能同時遭受兩種以上的疼痛折磨，尤其以突發性癌痛更是折磨人。而疼痛與呼

吸、脈搏、體溫、血壓並列為五大生命徵象，且癌痛與患者的生存意願息息相關。1,2,3
 

現今有許多止痛藥物可供醫師選擇治療癌痛，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三階止痛原則（圖一），或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National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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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 Network, NCCN ）2016 癌症疼痛治療指引，中重度疼痛（NRS4-6 分）病人即可使用

於 2015 年核准引進台灣的強效類鴉片藥物 oxycotin
®。6,9,10 

 

 

圖一、WHO 三階止痛圖 9,10,13 

 

 

貳貳貳貳、、、、藥品簡介藥品簡介藥品簡介藥品簡介 

Oxycotin
®成分為 oxycodone hydrochloride。根據統計，oxycodone 在全球類鴉片藥物使用

量僅次於 fentanyl，16作用機轉為選擇性類鴉片 mu 受體促效劑，在較高劑量下也可和其他類

鴉片受體 kappa 受體結合。mu 受體主要可作用於中樞及周邊鎮痛，kappa 受體可作用於脊隨

與周邊鎮痛，故 oxycodone 有作用於不同類鴉片受體，可用來治療混合性癌症疼痛的效果。

Oxycodone 不像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或 tramadol、codeine 等藥物

有天花板效應，止痛效果上限以不良反應作為評估標準，嚴重不良反應包括呼吸抑制和中樞

神經系統抑制。4,10,15
 

本藥在衛福部核准的適應症有：（1）需要長期疼痛控制之中重度癌症疼痛病患；（2）需

要長期疼痛控制之慢性中重度非癌症疼痛病患，且曾經接受過類鴉片藥物而無法有效控制疼

痛者。早期劑型因容易磨成粉，易被毒癮者磨粉注射入體內或以鼻腔吸入濫用，而新型的

oxycotin
®劑型則不易磨碎，遇水則形成膠狀物，可降低被濫用情形。4,5

 

    在台灣，oxycodone 口服速效劑型 （oxynorm
®）及 fentanyl 口頰溶片（painkyl

®）是目

前唯一兩個取得藥品許可證，可治療突發性癌痛的藥物（表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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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oxycodone 短效劑型（Oxynorm
®

 ）和 fentanyl 口頰溶片（Painkyl
®）的比較 7 

 相較於口服嗎啡相較於口服嗎啡相較於口服嗎啡相較於口服嗎啡 

的效力的效力的效力的效力 

起始作用時間起始作用時間起始作用時間起始作用時間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持續作用時間持續作用時間持續作用時間持續作用時間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是否可用於類鴉片藥是否可用於類鴉片藥是否可用於類鴉片藥是否可用於類鴉片藥

物尚不具耐受性者物尚不具耐受性者物尚不具耐受性者物尚不具耐受性者 

Painkyl 100 10-15 1-2 否 

Oxynorm 2 20-30 4-6 是（低劑量） 

 

 

參參參參、、、、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根據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的說明，疼痛治療應盡量以同成分速效、長效劑型搭配使用，

方便調整藥物劑量及處理藥品副作用。中重度疼痛病人即可以低劑量強鴉片類藥物作為初始

治療，以 NRS 分數降至 3 分以下為治療目標。oxycotin
®初始治療劑量為每次 10mg，每 12 小

時一次，可依病人病情以同成分速效劑型 oxynorm
®搭配長效劑型 oxycontin

®使用，以適當治

療癌痛（表二、三）。4,10
 

 

表二、Oxycodone 速效劑型（oxynorm®）與長效劑型（oxycontin®）的比較 4,5,17,20
 

 Oxynorm
®

 Oxycontin
®

 

頻次 
每 6 小時一次，每次 5 mg 

或需要時使用 
每 12 小時一次，每次 10 mg 

起始作用時間 15-30 分鐘 1 小時 

半衰期（T1/2）  3.2 小時 4.5 小時 

到達尖峰濃度時間（Tmax） 1.5-2 小時 4-5 小時 

到達血中穩定濃度時間 24- 36 小時 24- 36 小時 

 

表三、其它鴉片藥物轉換 oxycodone 的用法用量 4
 

使用情形使用情形使用情形使用情形 頻次頻次頻次頻次 

以 oxycodone 為初始鴉片止痛藥 每 12 小時一次，每次一顆 10mg oxycotin
®。 

類鴉片藥物不耐受者 初始劑量每 12 小時一次，每次一顆 10mg oxycotin
®。 

由其它 oxycodone 藥物改用
oxycotin

®
 

每 12 小時一次，每次 1/2 當前口服 oxycodone 總劑量。 

由其它類鴉片藥物改用 oxycotin
®
 停用其他類鴉片藥物，每 12 小時一次，每次一顆 10mg 

oxycotin
®。 

由 methadone 改用 oxycotin
®
 methadone 的排除半衰期較長，可能累積於血漿中。 

由經皮 fentanyl 改用 oxycotin
®

 於取下貼片 18 小時後，開始 oxycotin
®治療， 

25 mcg/小時的 fentanyl 每單位相當於每 12 小時 10 mg。 

 

    病人於開始接受 oxycontin
®治療時，若之前有使用其他全日藥效的類鴉片藥物，應全面

停用（表三）。Oxycodone 的用法及劑量調整建議每天至多一次，若病人不再需要以 oxycodone

治療時，為避免引發戒斷症狀，請緩慢調降劑量。另外，用於肝功能不全病患應以一般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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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的 1/3 至 1/2 開始用藥，再小心地調整劑量。腎功能不全者（肌酸酐清除率低於每分鐘 60 

ml）的血漿濃度約高出 50%，因此於開始用藥時，應以臨床狀況為基準調整用藥。4,5 若病人

以 oxycodone 治療後效果不彰，欲轉換為其它口服鴉片類製劑，劑量轉換可參考表四。4,5,10
 

 

表四、口服 oxycodone 轉換成其他口服鴉片類製劑之參考換算表 10 

藥物轉換藥物轉換藥物轉換藥物轉換 轉換率轉換率轉換率轉換率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作用期作用期作用期作用期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Oxycodone to 

morphine 

1:2 口服 20 mg oxycodone =口服 40 mg morphine 3-4 

Oxycodone  to 

codeine 

1:10-13 口服 20 mg oxycodone =口服 200-260 mg codeine 3-5 

Oxycodone  to 

hydromorphone 

1:0.4 口服 20 mg oxycodone =口服 8 mg 

hydromorphone 

3-5 

Oxycodone  to 

tramadol 

1:10-20 口服20 mg oxycodone =口服200-400 mg tramadol 3-7 

 

 

肆肆肆肆、、、、藥物動力學藥物動力學藥物動力學藥物動力學 

    使用 oxycodone 需將整顆藥錠吞下，若敲碎、溶解或咀嚼藥錠，將可能使 oxycodone 

快速釋出、吸收，進而到達可能致命的濃度。Oxycodone 經口服後的劑量，與最高血中濃度

（Cmax）及曲線下的面積（AUC）皆呈正比。首渡代謝低，生體可用率高，且經由 CYP3A4

的主要代謝產物 noroxycodone 無活性，抵達中樞神經的劑量大約為非口服途徑的 60-87%。於

體內吸收情形，由肝臟代謝、腎臟排除，體內蛋白質結合率 45%，分布體積為每公斤 2.6 公

升（表二）。4,17,20 

 

 

伍伍伍伍、、、、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當病人無法忍受口服 morphine 所造成的副作用，如：噁心、嘔吐、便秘而停藥時，使用

oxycodone 仍可能有效，且副作用便秘（5.2% - 13% ）、噁心（10.9% - 16.6% ）、嘔吐（4.1% 

- 6.4% ）及搔癢、幻覺相對較少，但仍有可能發生鎮靜、呼吸抑制情形，尤其清除率低的老

年人、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肺、心臟疾病病史的病人，應密切監測病人狀況，若有（1）嚴重

呼吸抑制；（2）急性或嚴重支氣管氣喘；（3）已知或疑似麻痺性腸阻塞及腸胃道阻塞；（4）

對 oxycodone 過敏者，一律禁止使用 oxycodone 治療。因類鴉片藥物使用過量而引發呼吸抑

制作用時，naloxone 或 nalmefene 等類鴉片受體拮抗劑為其專一性解毒劑。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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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臨床療效與安全性試驗臨床療效與安全性試驗臨床療效與安全性試驗臨床療效與安全性試驗 

     2008 年一篇以系統性回顧隨機臨床測試的文章「oxycodone 與神經性癌症疼痛」，結果

顯示 oxycodone 與 morphine 具有相近的有效性與耐受性，且 oxycodone 的大部分副作用均在

病人可忍受範圍內；如果無法忍受 morphine 副作用者，oxycodone 可作為轉換時的第一線替

代藥物。Oxycodone 作為第一線治療癌痛是有效且有良好耐受性的，另一 2008 年發表的文章

「oxycodone 做為第一線中重度癌症疼痛治療」指出，病人在使用的第一天，其疼痛指數（NRS）

即有顯著降低（p = 0.00001），且效果持續至試驗最後一天（整體 NRS 從 7.22 降至 2.11）。而

一篇於 2016 年發表的文章「oxycodone 治療成人的神經性疼痛」則指出，有糖尿病神經病變

或帶狀皰疹後神經痛的病人以 oxycodone 治療後僅有 30%疼痛緩解，原先就有藥物治療者，

加上 oxycodone 後止痛效果未明顯改善，而典型的鴉片類藥物不良事件與戒斷症狀亦在試驗

中發生。15,16,18,19 

 

 

柒柒柒柒、、、、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全民健康保險於 2015 年開始給付 oxycodone，為中重度疼痛病人及曾使用過鴉片類藥物

而無法有效控制疼痛者的一項新選擇，oxycodone 的有效性與 morphine 相當，安全性與傳統

鴉片類藥物接近，且對內臟性疼痛及急性神經性疼痛，比 morphine 效果更佳，但單價方面則

比較高，建議選用藥物時依病人疼痛種類、藥物副作用及經濟做考量，以達到最大的治療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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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安藥物安藥物安藥物安全資訊全資訊全資訊全資訊    

 

壹壹壹壹、、、、直接作用型抗直接作用型抗直接作用型抗直接作用型抗 C 型肝炎病毒藥品有發生型肝炎病毒藥品有發生型肝炎病毒藥品有發生型肝炎病毒藥品有發生 B 型肝炎病毒再活化型肝炎病毒再活化型肝炎病毒再活化型肝炎病毒再活化（（（（HBV 

reactivation））））之風險之風險之風險之風險 1,2
 

撰稿:翁千惠藥師；校稿:梁雅惠主任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警示，直接作用型抗 C 型肝炎病

毒（direct-acting antivirals, DAAs）藥品，如: sofosbuvir、sofosbuvir/ledipasvir、asunaprevir、

daclatasvir、dasabuvir、ombitasvir/ paritaprevir/ ritonavir 使用於現有或過去曾有 B 型肝炎病毒

感染的患者，可能發生 B 型肝炎病毒再活化（HBV reactivation）之風險。 

慢性 C 型肝炎若未有效控制，可能發展成更嚴重的肝硬化及肝癌甚至死亡，病人的預後

將嚴重惡化。DAAs 藥品藉由抑制與 RNA 複製有關的非結構蛋白包括 NS2、NS3、NS4A、

NS4B、NS5A 及 NS5B，達到治療 C 肝的療效。比起傳統干擾素為基礎的治療會產生類流感

症狀、貧血 和白血球低下等副作用，導致病人服藥順從性降低，DAAs 類藥品可增加治療功

效，及改善耐受性和安全性。 

美國 FDA 回顧不良反應通報資料庫（The 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FAERS）

及文獻，發現 24 例合併感染 B 型肝炎及 C 型肝炎患者，使用 DAAs 類藥品治療 C 型肝炎（未

併用干擾素）而發生 B 型肝炎病毒再活化，部分個案因此死亡或須接受肝臟移植。B 型肝炎

病毒再活化通常發生於開始使用 DAAs 類藥品治療起第 4 至 8 週，目前機轉仍不明。 

醫療人員若須處方該類藥品給現有或過去曾有 B 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病人，用藥期間及療

程結束後數月內，皆應監測肝炎復發及 B 型肝炎病毒再活化相關臨床及生化表現。並提醒病

人及照護者若出現疲倦、虛弱、食慾不振、噁心嘔吐、皮膚或眼部黃疸、淺色糞便等嚴重肝

功能異常症狀務必盡速就醫。 

 

本院的 DAAs 藥品列表 

處置代碼處置代碼處置代碼處置代碼 商品名商品名商品名商品名 成份規格成份規格成份規格成份規格 

OSUNV1 Sunvepra Asunaprevir 100mg 

ODAKL1 Daklinza Daclatasvir dihydrochloride 6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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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FDA 修修修修正正正正 metformin 使用在腎功能低下使用在腎功能低下使用在腎功能低下使用在腎功能低下病患病患病患病患的警的警的警的警語語語語 3
 

撰稿：許仲鎔藥師；校稿：楊瑛碧主任 

 

 

第二型糖尿病如果沒有治療，可能導致嚴重的問題，包含失明，神經、腎損傷和心臟

病。含有 metformin 的藥物為處方藥，用來配合飲食與運動以降低第二型糖尿病病人的血

糖。Metformin 有單一成分，也可與其他藥物成分做成複方來治療糖尿病。目前藥品仿單強

烈反對腎功能不良的病人使用 metformin，因為這些病人可能會因為使用 metformin 導致血

液中累積太多乳酸，而增加乳酸酸中毒的風險，乳酸中毒嚴重可能會致死。 

美國 FDA 被要求評估大量 metformin 使用在腎功能輕度及中度損傷病人，有關安全性

的醫學研究，期望藉此修正 metformin 藥品仿單定義不建議使用此藥之腎功能不良的標準。

目前美國 FDA 已完成評估，並要求所有含 metformin 的藥物需修正其藥品仿單，來反映此

新的藥物資訊。 

美國 FDA 從回顧的醫學文獻中得出結論，metformin 可以安全的使用在腎功能輕度和

部分中度損傷病人，因應這個新的藥物資訊，美國 FDA 要求修正 metformin 藥品仿單，並

提供 metformin 用於腎功能輕度及中度損傷病人的具體使用建議。美國 FDA 也建議，用於

衡量病人能否使用 metformin 之腎功能評估，應從原有的只參考血液肌酐濃度（blood 

creatinine concentration），改為更好的腎功能評估方式，如腎絲球濾過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stimating eqution, eGFR）。 

醫療人員如要處方含有metformin的藥物給予腎功能不全病人時，應遵循最新的建議。

如果病人對於服用 metformin 有任何問題或疑慮，應諮詢他們的醫療人員。 

 

本院的 metformin 藥品列表 

處置代碼處置代碼處置代碼處置代碼 商品名商品名商品名商品名 成份規格成份規格成份規格成份規格 

OGLUC2 Glucomine 250mg/tab 

OCTL1      C.T.L                      500mg/tab 

OEUTO1 Eutomin 850mg/tab 

OGLUC5 Glucophage 850mg/tab 

OAMAR2 Amaryl M metformin/ glimepiride 500mg/ 2mg 

OGLIM2 Glimet metformin/ glimepiride 500mg/ 2mg 

OACTO9 Actosmet metformin/ pioglitazon 500mg/ 15mg 

ODIAB4 Diabecon metformin/ pioglitazon 500mg/ 15mg 

OGLUC7 Glucomet metformin/ glyburide 500mg/ 5mg 

OJANU2 Janumet metformin/ sitagliptin 500mg/ 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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