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藥介紹：Mirabegron (Betmiga®)
李彥樺 吳奕璋
一、前言
膀胱過動症(Overactive	
  bladder,	
  

鹼受體，減少迫尿肌收縮，進而增加膀

OAB)的盛行率根據AUA/SUFU	
   Guideline

胱容積及減輕尿急的現象，主要有

指出男性平均7-‐‑2 7%；女性平均為9-‐‑4 3%

Oxybutynin、Propiverine、Trospium

，且發生率女性普遍高於男性，OAB的

chloride、Solifenacin、Tolterodine及

症狀及嚴重程度隨著年齡而增加，OAB

Darifenacin [3]，其中國內尚無Darifenacin

的臨床表徵為頻尿、急尿、夜尿或甚至

，副作用方面發生的機率頗高，常有口

是急迫性尿失禁[1]，若不接受治療會大幅

乾、便秘及尿滯留等情形，使得病患的

影響病患的生活品質，造成生活的不便

服藥順從性不佳(圖一)。近年發展出新機

利。目前治療膀胱過動症的第一線用藥

轉的β3腎上腺素受體作用劑藥物-‐‑

是抗膽鹼藥物中的抗毒蕈鹼藥物

Mirabegron為膀胱過動症患者提供治療

(Antimuscarinic drugs)，藉由阻斷毒蕈

的新契機。

圖一、膀胱過動症患者使用抗膽鹼藥物的平均時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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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應症與作用機轉
2012年6月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劑，結構式為圖二，經活化β3腎上腺素

(FDA)核准Mirabegron (Betmiga®)治療膀

受體，使得逼尿肌平滑肌在膀胱充盈-‐‑排

胱過動症，台灣衛生福利部於2014年3月

尿週期的儲存期變得鬆弛，從而增加膀胱

核准其適應症為：治療伴有急尿、頻尿和

容量。[1,2]由圖三可以清楚瞭解毒蕈鹼受

/或急迫性尿失禁症狀的膀胱過動症，並

體及β3腎上腺素受體在膀胱的作用，放

於2015年2月通過健保給付。

鬆膀胱平滑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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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begron為β3腎上腺素受體作用

圖二、Mirabegron結構式[1]

圖三、經由阻斷毒蕈鹼受體及刺激β3腎上腺素受體徑路放鬆膀胱平滑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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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臨床研究
在一項PhaseⅢ、隨機、雙盲、安慰

發現使用Mirabegron 50mg證明與安慰劑

劑對照、平行組、跨國多中心試驗中收納

相比(p<0.05)，在第12個禮拜顯著的增加

共1306名，18歲以上，平均24小時內排尿

每次排尿的平均量；但服用Mirabegron

大於8次和大於3次有急尿現象的膀胱過動

25mg組則沒有顯著差異（圖六）。另外，

症患者(平均年齡59歲；平均身體質量指

服用Mirabegron 50mg與安慰劑相比，也

數[BMI]29.5kg/m2)，以 1:1:1隨機分派成

顯著的降低尿急程度和次數。然而，服用

三組，分別使用Mirabegron 25mg、

Mirabegron 25mg僅尿急次數降低是有達

Mirabegron 50mg及安慰劑，每天一次，

到顯著差異。

為期12週。約50%患者之前接受過抗毒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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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終點的最終訪問結果，降低大

鹼藥物治療OAB，最主要停用的原因為

於50%失禁次數的患者比例與安慰劑相比

耐受性差。

有達到顯著差異[mirabegron 25 mg (185 of

1.

療效性評估

254; 72.8%) ; 50 mg (180 of 257; 70.0%) ;

兩組使用Mirabegron皆在統計學上相

placebo (155 of 262; 59.2%)]。另外，最終

較於安慰劑而言有顯著的療效(p<0.05)。

沒有發生失禁的患者比例在使用

在主要療效性評估發現使用Mirabegron

mirabegron50 mg組佔的比例最高，依序

25mg、Mirabegron 50mg及安慰劑平均降

是使用mirabegron 25 mg，最後是安慰劑

低失禁次數分別為1.36、 1.38 及0.96（圖

組[mirabegron 25 mg (116 of 254; 45.7%) ;

四） ;平均降低排尿次數分別為1.65、1.60

50 mg (121 of 257; 47.1%) ; placebo (104 of

及1.18（圖五）。在次要療效性評估方面，

262;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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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使用Mirabegron 25mg與Mirabegron 50mg與安慰劑相比24小時平均失禁次數結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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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使用Mirabegron 25mg與Mirabegron
50mg與安慰劑相比 24小時平均排尿次數結果[5]

2.

圖六、使用Mirabegron 25mg與Mirabegron
50mg與安慰劑相比平均每次排尿量增加的結果
（Mirabegron 50mg<0.001）[5]

安全性評估
使用Mirabegron的耐受性良好，且總

兩組Mirabegron發生口乾的機率與安慰劑

體副作用發生機率與安慰劑相符，詳見

相符甚至較低[mirabegron 25 mg (8 of 432;

表一。大部分副作用屬於輕微或中度情

1.9%) ; 50 mg (7 of 440; 1.6%) ; placebo (9

況，嚴重程度的副作用發生率，安慰劑

of 433; 2.1%)]。因為副作用而停用的在各

比其他兩組來得高[mirabegron 25 mg (8

組所佔的比例分別是3.9%; 2.7%; 3.5%

of 432; 1.9%) ; 50 mg (8 of 440; 1.8%) ;

[mirabegron 25 mg (17 of 433) ; 50 mg (12

placebo (16 of 433; 3.7%)]。

of 440) ; placebo (15 of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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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red Term, n (%)
Any AE
Hypertension
Nasopharyngitis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Headach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Dry mouth
Dizziness
Nausea
Back pain

Mirabegron
25 mg (n = 432)
210 (48.6)
49 (11.3)
15 (3.5)
18 (4.2)
9 (2.1)
9 (2.1)

Mirabegron
50 mg (n = 440)
208 (47.3)
47 (10.7)
25 (5.7)
21 (4.8)
12 (2.7)
7 (1.6)

Placebo
(n = 433)
217 (50.1)
37 (8.5)
14 (3.2)
10 (2.3)
19 (4.4)
8 (1.8)

8 (1.9)
10 (2.3)
5 (1.2)
6 (1.4)

7 (1.6)
4 (0.9)
6 (1.4)
4 (0.9)

9 (2.1)
2 (0.5)
10 (2.3)
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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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使用mirabegron常見副作用（發生率大於2%）

四、用法用量
mirabegron之建議起始劑量為25mg

重度腎功能不全(CLcr 15-29 mL/min

，每日給藥一次，因不會受到食物的影

或eGFR15-29mL/min/1.73m2)及中度肝功

響，可以隨餐或空腹服用，一般使用

能不全(Child-Pugh B)的患者，每日劑量

25mg八週內會出現療效，可以根據患者

不可以超過25m g。不建議使用於末期腎

的療效與耐受性增加至一天一次，每次

病及重度肝功能不全(Child-Pugh C)的患

50mg。mirabegron需配水吞服，不可嚼

者。

碎、切割或壓碎。

五、交互作用
mirabegron是一種中度的CYP2D6抑

，引起torsade de pointes進一步造成生命

制劑，當CYP2D6受質（如：Tramadol）

危 險 。 列 為 Major 有 Propafenone

併用時，會增加CYP2D6受質的血中濃度

hydrochloride及Tramadol hydrochloride，

，因此與治療指數狹窄的CYP2D6受質併

應 避 免 併 用 ， 因 與 Propafenone

用時，需要小心謹慎的監測並進行劑量

hydrochloride併用可能會增加心律不整的

調整。根據MDX資料庫, 整理主要交互作

風險；與Tramadol hydrochloride併用則要

用如下:列為Contraindicated：Thioridazine

注意serotonin syndrome，例如意識狀態改

hydrochloride，併用可能會延長QTc波

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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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懷孕與哺乳
懷孕分級為C級，只有對患者潛在效

知mirabegron是否會分泌到乳汁，因此應

益超越患者和胎兒風險的情況下，才可

考慮mirabegron對母親影響的重要性，然

於懷孕期間使用。授乳方面，由於仍未

後決定停止授乳或停用藥物。

七、注意事項與副作用
臨床研究顯示，服用mirabegron會使

鼻咽炎(4%)、鼻竇炎(3%)、流感

患者的血壓增加，高血壓病人使用上需
定期監測血壓，若是嚴重程度且無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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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症狀(3%)
3.

發生率小於1%（上市後和/或病

制的高血壓患者(SBP≥180mmHg和/或

例報告）：腹脹，ALT/ AST升

DBP≥100mmHg)不建議使用。有尿液滯

高，心房顫動，膀胱疼痛，視力

留的風險，故有膀胱阻塞或是曾發生尿

模糊，乳癌，腦血管事件，眼睛

液滯留於使用抗毒蕈鹼藥物期間者，需

乾澀，消化不良，胃炎，GGT升

小心使用。

高，青光眼，LDH升高，白細胞

根據Lexicomp資料庫整理如下：

碎裂性血管炎，唇水腫，肺癌，

1. 發生率大於10%：高血壓(9-11%)

噁心，腎結石，骨關節炎，心悸

2. 發生率1%至10%：心跳過速(2%)

，前列腺癌，皮膚搔癢，紫癜，

、頭痛(4%)、暈眩(3%)、便秘(2-

皮疹，鼻炎，Stevens-Johnson症

3%)、口乾(3%) 、腹瀉(2%)、泌

候群，尿滯留，蕁麻疹，陰道感

尿道感染(3-6%)、膀胱炎(2%) 、

染，外陰搔癢。

背痛(3%)、關節痛(2%)、

八、結論
膀胱過動症是很普遍存在的疾病，

因為抗毒蕈鹼藥物常見的副作用：口乾、

患者因為常跑廁所，出現頻尿、急尿或

便秘、尿滯留、視覺模糊等造成服藥順從

甚至是急迫性尿失禁，造成生活困擾。

性差，mirabegron使用上僅需注意血壓的

過去，膀胱過動症的治療方式，主要先

控制，末期腎病及重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

由改變生活習慣開始，例如：減少每日

不建議使用，及與CYP2D6受質併用需密

攝水量；根據病況選擇接受膀胱訓練和

切監測並調整劑量，為OAB病人多一個

骨盆底運動的行為療法，或是藥物治療

用藥新選擇。此外，藥師自身也需要不斷

。現在第一個β3腎上腺素受體作用劑

的補充新知，自我提升才能為病人的用藥

mirabegron的上市，療效及安全性皆較以

把關，提供更專業的服務。

前常用的抗毒蕈鹼藥物更好，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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