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藥介紹：Oxycodone Controlled-Release
Tablets (Oxycontin®)
陳聖鑫

劉人瑋

一、前言與背景介紹
疼痛的處理方式有很多種，止痛劑

或溶解經吸食或注射途徑。因此，研發出

是能夠提供迅速緩解疼痛的方法之一。

具有防止鴉片類鎮痛藥品被濫用的新配方

在治療中至重度癌症疼痛病患，臨床上

是製藥業於創新科學的研究重點， 美國

通常會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引建

食品藥物管理局於2010年核准經重新配方

議的「三階段止痛階梯」或美國國家完

之ERO，其含有防止濫用的物化屏障是難

善癌症照顧工作網(National

以磨碎或溶解[2]。透過藥理學特性避免濫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成

用的方式包括：(1)促進/拮抗混合型製劑

人癌症疼痛指引，依病患的疼痛嚴重度，

，如：buprenophine/naloxone [Suboxone®]

選擇使用最適合的止痛劑。而對於已透

、ER morphine/ naltrexone [Embeda®]及

過非藥理性治療或非鴉片類鎮痛藥物治

pentazocine/naloxone [Talwin®]；(2)添加

療後，仍無法改善其嚴重且持續性疼痛

攝取過多會產生不舒適感之物質，如速放

的患者，則建議使用鴉片類鎮痛劑，如

型oxycodone加上厭惡劑(aversive agent)

最常用的morphine或2015年1月於台灣剛

[Oxecta®]；(3)結合物理化學屏障以防止

核准的新藥OxyContin®。

錠劑遭竄改(tablet tampering)，如ER

最初於1995年，Extended-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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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codone [OxyContin®]、ER

OxyContin (ERO)劑型在美國核准用於中

oxymorphone [Opana® ER]及ER tapentadol

至重度慢性疼痛[1]。然而，該劑型有被

[Nucynta

®

ER]) [3]。

不適當濫用的風險，特別是將錠劑磨碎

二、適應症與作用機轉[5]
OxyContin®適用於(1)需要長期疼痛

目前仍未知此藥物止痛作用的確實

控制之中重度癌症疼痛病患。(2) 需要長

機制。然而，目前已發現大腦和脊髓內存

期疼痛控制之慢性中重度非癌症疼痛病

在特定類鴉片受體。OxyContin®為一種

患，且曾經接受過類鴉片藥物而無法有

純鴉片具相對選擇性µ(mu)受體之促進劑，

效控制疼痛者。

在較高劑量下也可和其他類鴉片受體結合。

1

三、用法用量與劑量調整[5]
使用情形

建議用法用量

1.

每次10毫克/每12小時一次為初始劑量。

以OxyContin®作為第一種類
鴉片止痛藥之患者(Opioidnaïve patients)

2.

從其他類鴉片藥物改用

於開始接受OxyContin®治療時，應停用其他所有全

OxyContin®

日藥效的類鴉片藥物，OxyContin®劑量為每次10毫

新
光
藥
訊
第
一
三
六
期

克/每12小時一次。
3.

4.

從其他口服可待因酮配方改

以每12小時一次的用藥頻率，每次二分之一當前口

用OxyContin®

服可待因酮總劑量的方式使用。

從美沙冬(Methadone)改用

從美沙冬改用其他類鴉片促進劑時，密切監測極為

OxyContin®

重要。美沙冬和其他類鴉片促進劑的比例可能差異
極大。美沙冬的排除半衰期較長，可能累積於血漿
中。

5.

從經皮吩坦尼改用

取下吩坦尼經皮貼片後，應先等待18小時，吩坦尼

OxyContin®

經皮貼片以每小時25 mcg為單位，轉換OxyContin®
之初始保守劑量為每單位相當於每12小時大約10毫
克。

6.

肝功能不全者

對肝功能不全病患，可待因酮的帄均排除半衰期增
加2.3小時。使用時應以一般初始劑量的三分之一至
二分之一開始用藥，之後再小心地調整劑量。

7.

腎功能不全者 (定義為肌酸

在此類病患中，可待因酮的平均排除半衰期增加1小

酐清除率降低〔低於每分鐘

時。與腎功能正常者相比，腎功能不全者的可待因

60mL〕)

酮血漿濃度約高出50%。於開始用藥時，應以臨床狀
況為基準，而在調整劑量時，則應採用較為保守的
圖3：SGLT2抑制劑作用機轉
策略。

8.

65歲以上的老年患者

三、臨床研究

在以適當方式開始治療與調整劑量的臨床試驗中，
接受鹽酸可待因酮持續藥效錠的老年病患並未出現
不當或非預期的不良反應。因此，一般劑量與用藥
間隔可能適用於老年病患。然而，若病患身體虛弱、
缺乏類鴉片藥物耐受性，則應將初始劑量調整至一
般劑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2

治療的劑量調整及維持
由於在服用一天後可達穩定血漿濃度，因此每1-2天可調整一次劑量，以每12小時一次的
用藥頻率，緩慢地調整每日總劑量提升至當前的劑量的25-50%。OxyContin®劑量的調整
及維持需視患者個別狀況，以能維持充分止痛效果為前提，將不良反應控制於最低程度，
持續性地再評估疼痛治療的效益，並應監控是否發生成癮、濫用及不當使用之情形。大
部分病患每日最大劑量不超過每12小時200毫克，實際使用劑量依個別情形而定。

新
光
藥
訊
第
一
三
六
期

用藥過量治療
用藥過量時，首要治療目標為保持呼吸道的暢通，必要時應使用輔助或控制呼吸裝置。
若有需要，應採用其他支持性措施(包括氧氣、血管收縮素)處理循環性休克和肺水腫。
若發生心臟驟停或心律不整時，則必須採用維生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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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並非
因為可待因酮使用過量而引發嚴重的呼吸或循環抑制作用，則不得對病患使用類鴉片受
體拮抗劑。

四、藥物動力學[6]
Oxycodone
中文品名/劑量
吸收

達血中最高濃度
的時間(Tmax)
生體可用率
食物影響

無顯著影響

速放劑型
奧諾美速效膠囊
/5, 10, 20毫克
1.2–1.9小時

60%–87%
AUC增加21%–27%；
Cmax 減少14%；
Tmax 延遲1.25–3小時

蛋白質結合率：45%；分佈體積：2.6 L/kg
主要由肝臟酵素CYP3A4和部分CYP2D6代謝；
活性代謝物為noroxycodone、noroxymorphone及
oxymorphone

分佈
代謝

排除

控釋劑型
疼始康定持續藥效錠
/10, 15, 20, 30, 40毫克
4.15–5.11小時

代謝器官

主要由腎臟排出 (19%原型排出；50% conjugated
oxycodone; 3% free noroxycodone; 14% free and
conjugated noroxymorphone; 14% or less conjugated
oxymorphone)

總血漿清除率
排除半衰期(t1/2 )

0.8 L/min–1.4 L/min
4.5–8小時；
3.5–4小時
腎功能不佳者增加1小時；
肝功能不佳者增加2.3小時

註：Tmax 為達血中最高濃度的時間；AUC為曲線下面積；C max 為最高血中濃度

3

五、癌症疼痛的臨床治療
依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癌症疼痛治
療第二及第三階段選擇為鴉片類藥物[4]，

oxycodone)較容易作劑量調整[7]。
NCCN成人癌症疼痛指引建議[8]：若

如圖一，利用數字化的分級量表，例如

疼痛強度≧4或＜4但未達疼痛控制目標

視覺類比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者，首次接受鴉片類止痛的病人使用

VAS)，從0分(沒有疼痛)到10分(能想像到

morphine sulfate之起始劑量為口服5-15毫

的最嚴重的疼痛)，疼痛的強度分為三個

克或靜脈注射2-5毫克或同效力之鴉片類

層級：輕度疼痛為1-3分、中度疼痛為4-6

藥物(Opioid Equivalences)。於口服投予

分及重度疼痛為7-10分。醫師通常藉此區

後每60分鐘，靜脈注射後每15分鐘評估

分並了解患者的疼痛與對治療的反應。

其藥效及副作用後，再進行後續的劑量

弱效性鴉片類藥物通常指codeine、

調整。若經過2-3次再評估，治療反應仍

tramadol單方製劑，或acetaminophen/

不佳，則建議考慮將口服改成靜脈注射

propoxyphene (Depain-X®)、

或其他同等效力之鴉片類藥物(如圖二)。

tramadol/acetaminophen (Ultracet®) 複方

若疼痛分數未改善或增加，則建議增加

製劑；強效鴉片類藥物如morphine、

原本鴉片類藥物50%至100%的劑量。如

fentanyl貼片(Durogesi c®)或meperidine等。

果疼痛分數降至4-6分，則維持原本使用

依止痛療效的持續性，鴉片類藥物又分

劑量；於初始24小時後，若分數降至0-3

為短效型及長效型，相較於長效型(如

分，後續的治療策略則依患者需求投予

methadone或levorphanol)，短效型(如

先前有效的劑量，詳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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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ine、hydromorphone、fentanyl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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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口服與注射鴉片類製劑效力換算比較表

圖三、NCCN成人癌症疼痛指引─首次接受鴉片類患者開始短效型鴉片類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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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至重度的癌症疼痛治療選擇，

以morphine或oxycodone為第一線治療癌

WHO[4]及NCCN成人癌症疼痛指引[8]皆建

症相關疼痛的效益，其意向分析結果指

議morphine為鴉片類止痛藥物的首選。一

出無論選擇morphine或oxycodone作為第

篇統合分析oxycodone之隨機分配臨床試

一線治療，患者對疼痛治療的反應並無

驗[9]，依搜尋策略找出104篇文獻，再根

明顯差異(morphine：61/98=62% or

據研究方法的品質，最後篩選出4篇臨床

oxycodone：67/100=67%)。由於個體間

試驗進行統合分析，可見統合結果

變異性，約有30%的患者對於morphine治

oxycodone與控制組之疼痛分數之標準加

療是沒有反應或無達到適當的止痛效果

權平均數 (mean difference in standardized

，針對此類患者，轉換成其他鴉片類止

pain scores=0.04, 95% CI=－0.29 to 0.36,

痛藥是臨床上常見的情況，故此研究進

p=.8)，並無明顯差異(如圖四)。試驗中最

一步觀察對第一線治療無效之患者轉換

常見的不良反應皆為噁心、嘔吐、便秘、

期(selected crossover phase)，即對

口乾及嗜睡等，因此醫師在臨床治療過

morphine無反應換成oxycodone或對

程中，若能充分告知患者治療的利益及

oxycodone換成morphine使用後之止痛效

可能的副作用，並早期作劑量調整以減

果，結果亦發現兩者並無差異性

少不必要的副作用，可以減少患者因副

(morphine：8/12= 67%; oxycodone：

作用而停用藥物之情形。

11/21= 52%)。兩藥在副作用分數上亦無

而有些近期的治療指引[10]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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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差異。此研究設計的次分析觀察患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Palliative Care

者是否達到充分之疼痛控制、對副作用

(EAPC)則建議morphine、oxycodone或

之耐受性和後續的劑量和藥品轉換，所

hydromorphone皆可以作為第一線治療選

以能夠反應出實際臨床使用情形，因此

擇，但支持其用法的證據有限。最新發

提供可以oxycodone作為morphine替代首

表的一篇開放性、隨機分配、有效藥對

選藥物的參考證據。

照臨床試驗[11]，納入200位的病患，比較

6
圖四、比較納入4篇試驗中oxycodone與控制組疼痛分數之標準加權平均數差異

六、注意事項與常見藥品交互作用
由於oxycodone成分屬於鴉片類止痛

(Element to Assure Safety Use)，即醫師在

劑，主要有三項特別留意的問題：(1)生

開立處方時須對病患進行整體性用藥評

理依賴性，若突然停藥或大幅調降劑量

估，確認病患本人或家族是否具有物質

後，將出現戒斷症狀(withdrawal

濫用或精神疾病病史等，並指示患者能

syndrome)，如不安感、流淚、流鼻水、

夠閱讀用藥指南(Medication Guide)及密

打呵欠、流汗、寒顫、肌肉疼痛及瞳孔

切監控是否有成癮、濫用及不當使用之

放大。此外，也可能產生其他徵象與症

徵象出現[1]，以確保此藥能安全地使用。

狀，包括易怒、焦慮、背痛、關節痛、

鴉片類的治療可能出現的副作用，

無力、腹部絞痛、失眠、噁心、厭食、

如噁心與嘔吐、便秘、鎮靜、呼吸抑制

嘔吐、腹瀉，以及血壓、呼吸速率或心

等。Oxycodone為CYP3A4受質，因此若

律上升。(2)用藥過量，其臨床表現如呼

併用CYP3A4促進劑或抑制劑，則可能會

吸抑制、由嗜睡惡化為木僵或昏迷、骨

增加副作用的發生。CYP3A4促進劑，如

骼肌無張力、皮膚濕冷、瞳孔收縮，而

rifampin, carbamazepine和phenytoin等藥

其中部分案例會發生肺水腫、心跳減緩

品可能會誘導oxycodone的代謝，增加藥

、低血壓、呼吸道部分或完全阻塞、異

物的清除率而減少血中oxycodone濃度，

常打鼾及死亡。用藥過量導致的嚴重缺

導致療效不佳，甚至使已對oxycodone有

氧將引發瞳孔擴大，而不會出現瞳孔縮

依賴性的患者發生戒斷症狀；CYP3A4抑

小的現象。OxyContin®經過特殊設計，

制劑，如巨環類抗生素(erythromycin)、

必須完整吞下才可正確發揮作用。將藥

Azole類抗真菌劑(ketoconazole)及蛋白酶

錠切開、剝開、咀嚼、敲碎或溶解後，

抑制劑(ritonavir)等CYP3A4抑制劑，將會

將可能導致用藥過量，此問題足以致命

導致oxycodone的血漿濃度上升，延長類

。(3)成癮、濫用及不當使用，OxyContin

鴉片藥物的作用。另外，oxycodone部分

®含有oxycodone，屬於第二級管制藥品

經由CYP2D6代謝，故若與CYP2D6 抑制

，僅能由熟悉應用強效類鴉片藥物處理

劑，如心血管藥物 (quinidine)及抗憂鬱劑

慢性疼痛的專業醫療人員開立；在美國

(fluoxetine)等藥品併用，可能會增加

則特別要求須執行風險評估暨管控計畫

oxycodone的血漿濃度。因此，評估或調

，除了藥商須繳交與醫療人員風險溝通

整治療計畫時，需審視藥品間是否具有

計畫 (Communication Plan)和評估時間表

潛在的交互作用，同時考量患者治療目

之外，還包含特殊風險預方措施

標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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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具有防止被濫用的鴉片類鎮痛新配

效及個人化的控制，亦須密切監控其成癮

方藥品的引進，提供癌患緩解疼痛之用藥

、濫用及不當使用之可能性，以確保臨床

新選擇，臨床醫師須不斷地再評估患者疼

使用的安全性，讓藥品發揮其最大的效益

痛控制狀況 ，讓患者的疼痛治療達到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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