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總藥訊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Dr ug Bulletin

110年11月
第 31 卷 第 11 期

發 行 人：許惠恆

出版：臺北榮民總醫院藥學部

中華民國 82 年 3 月創刊

副發行人：馬

地址：臺北市石牌路2段201號

電話：02-2875-7289

主
編

旭

版 權 所 有

編：張豫立
網址：https://wd.vghtpe.gov.tw/pharm/Fpage.action?muid=4117&fid=3421
翻 印 必 究
輯：何沁沁、王斯郁、周千瀅、李婉詩、朱佩欣

藥 品 新 知
Drug Update

口服男性賀爾蒙抑制劑
Apalutamide用於攝護腺癌
林子超
攝護腺生長和分化與男性荷爾蒙相關性
高，約九成攝護腺癌對於男性荷爾蒙有依賴
性。攝護腺癌荷爾蒙療法，又稱去勢治療 (castration) 或雄性素剝奪療法 (androgen-deprivation
therapy, ADT)，利用降低體內男性荷爾蒙濃度
進而抑制癌細胞生長。荷爾蒙治療包括外科手
術切除睪丸或使用藥品進行去勢，包括促性腺
釋放激素作用劑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s, GnRH agonists)、促性腺釋放激素拮抗
劑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ntagonists,
GnRH antagonists) 及做為輔助治療的抗男性荷
爾蒙製劑。傳統荷爾蒙治療平均一到兩年就會
出現去勢抗性 (castration resistance)，過去一旦
傳統荷爾蒙治療產生抗藥性時，化學治療是唯
一選擇，但能使用的化療藥品有限且療效並不
顯著。第一代荷爾蒙藥品無法完全阻斷雄性素
接受體 (androgen receptor, AR) 的活性，而新一
代荷爾蒙藥品則能提高AR的特異性或不可逆的
抑制腫瘤中睪固酮前驅物轉變成睪固酮所需的
酶，即使化療失敗後仍可接續使用，亦可用於
不適合接受化療的病人。本院新一代荷爾蒙藥
品詳如附表。
Apalutamide是一種AR抑制劑，會直接結
合在AR的配體結合區，抑制AR的核轉移、
DNA結合並阻斷AR所媒介的轉錄作用。2018年
SPARTAN第三期臨床試驗，共收錄1207位非轉
移性去勢抗性攝護腺癌 (non-metastatic castration-

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nmCRPC) 病人以2:1隨機
分組後，分別接受每日一次口服240 mg apalutamide (N=806) 或每日一次安慰劑 (N=401) 治
療。結果顯示apalutamide與安慰劑組相比較，
無轉移存活期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MFS) 分
別為40.5個月和16.2個月 (HR 0.28, 95% CI 0.230.35, p <0.001)，影像無惡化存活期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分別為40.5個月和14.7個月
(HR 0.29, 95% CI 0.24-0.36, p <0.001)。2019年另
一項多中心、雙盲、隨機分派之TITAN臨床試
驗，共收錄1052位轉移性去勢敏感性攝護腺癌
(metastatic castration-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 mCSPC) 病人，以1:1隨機分組後分別接受每日一次
口服 240 mg apalutamide (N=525) 併用ADT或每
日一次安慰劑 (N=527) 併用ADT治療，Chi等學
者於2021年公佈最新的第三期臨床試驗結果，
在追蹤中位數44個月時，apalutamide組與安慰
劑組相比較降低病人的死亡風險達35%，在排除
交叉入組 (crossover) 因素的影響後，apalutamide
組可降低mCSPC病人48%死亡風險 (HR 0.52,
95%CI 0.42-0.64, p <.0001)。依據上述兩臨床試
驗結果，美國FDA核准apalutamide用於nmCRPC
及mCSPC。
臺灣衛生福利部於2019年3月核准apalutamide用於nmCRPC及mCSPC病人，每日口服投
予240 mg一次，需同時接受GnRH類似物或雙
側睪丸切除術。Apalutamide需整顆吞服，吞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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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者，仿單建議不要壓碎錠劑，與120 ml蘋
果醬混合後，攪拌混合物至錠劑分散，用湯匙
立即吞下，再以60 ml的開水沖洗容器，立即飲
用內容物，可重複沖洗以確保全部劑量都被服
用。Apalutamide常見的副作用包括高膽固醇血
症 (76%)、高血糖 (70%)、高三酸甘油脂 (1767%)、皮疹 (25-28%)、高血壓 (18-25%) 等，
也曾有缺血性心血管事件、跌倒與骨折、癲癇
發作的事件發生。如果病人出現高於或等於第
3級毒性反應或無法耐受的副作用，應暫時停
藥，直到症狀改善至低於或等於第1級，再視需
要重新投予相同或較低的劑量 (180或120 mg)。
對於輕至中度的肝、腎功能不全病人無需調整
劑量，而重度肝、腎功能不全病人，因缺乏臨
床資料，無劑量調整資料。根據動物研究的結
果發現可能會減弱生育力，因此在治療期間及
使用最後一錠後的3個月內不要捐精。由於可
能有胎兒毒性，具生育能力之女性伴侶的男性
病人，應採取有效的避孕措施。Apalutamide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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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效的CYP3A4、CYP2C19誘導劑，及弱效的
CYP2C9誘導劑，若併用的藥品是透過上述肝酵
素代謝則會降低血中濃度。
Apalutamide 是目前健保規範中唯一在
nmCRPC有給付且在mCSPC高風險條件沒有受
到限制的新一代口服男性荷爾蒙抑制劑藥物，
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絡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治療準則已將apalutamide列為nmCRPC治療建議的首選選項 (category
1)，亦將apalutamide併用ADT列為 mCSPC治療
建議的首選選項。此藥已納入健保給付，每日
費用約2,076元。

參考資料：
1.

2.

Smith MR, Saad F, Chowdhury S, et al. Apalutamide
treatment and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in prostate cancer.
N Engl J Med 2018;378:1408-18.
Chi KN, Chowdhury S, Bjartell A, et al. Apalutamide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astration-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 ﬁnal survival analysis of the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hase III TITAN Study. J Clin Oncol 2021;39:2294303.

表、本院現有攝護腺癌之新一代口服荷爾蒙治療藥品
學名

Apalutamide
®

Enzalutamide
®

Abiraterone Acetate
®

英文商品名

Erleada

Xtandi

Zytiga

中文商品名

安列康

安可坦

澤珂

規格含量

Tab, 60 mg

Cap, 40 mg

Tab, 250 mg

作用機轉

AR抑制劑

AR抑制劑

CYP-17 抑制劑

適應症

nmCRPC
mCSPC

nmCRPC
mCSPC
mCRPC

mCSPC
mCRPC

健保核准適應症

nmCRPC
mCSPC

mCRPC

mCSPC
mCRPC

用法用量
價格 (健保)

240 mg QD
約519元/tab
約2,076元/日

160 mg QD
約645元/cap
約2,580元/日

1000 mg QD
約483元/tab
約1,932元/日

價格 (自費)

約571元/tab
約2,284元/日

約710元/cap
約2,840元/日

約532元/tab
約2,128元/日

註：AR: androgen receptor; mCSPC: metastatic castration-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 nmCRPC: non-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mCRPC: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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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1 腎上腺素受體阻斷劑
可能有助於降低巴金森氏症風險
王明業
巴金森氏症 (Parkinson's disease, PD) 屬於
一種神經退化性 (neurodegenerative) 疾病，現
今全球約有一千萬人受PD所苦，且隨著社會高
齡化，PD病人數還會繼續增加。PD有著相當
多元的臨床表現，主要可分為動作症狀和認知
症狀，常見的動作症狀包括肢體僵硬、動作遲
緩、靜止型顫抖、平衡感不佳、走路小碎步或
是往前衝等，認知症狀可能會出現失智症、幻
覺或是妄想等。PD主流的藥品治療如levodopa，
只能補充缺乏的多巴胺 (dopamine)，並無法阻止
神經退化，迄今尚無有效的藥品可逆轉神經退
化進程。
年齡是PD的重要危險因子之一，而年齡增
長同時也與腦內葡萄糖代謝不全、粒線體生物
合成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下降以及較低的
三磷酸腺苷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有關。
因此，能量代謝功能受損可能是PD的一項潛在
致病因子。研究指出，PD病人的糖解作用 (glycolysis) 與粒線體功能都有下降的趨勢；引起家
族性PD的基因變異型也經常干擾粒線體功能和
體內的能量平衡。另有研究發現，粒線體毒素
會誘發PD發病或類PD的臨床表現。諸多研究結
果顯示能量代謝不全在PD的致病機轉中占有重
要角色，故提升能量代謝和ATP的治療可能有助
於預防PD的發展。
Terazosin (TZ)、doxazosin (DZ) 和alfuzosin
(AZ) 屬於α1腎上腺素受體阻斷劑，經常被用以
治療良性前列腺肥大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過去有研究顯示，TZ能夠與糖解作用中
第一個產出ATP的酵素phosphoglycerate kinase 1
(PGK1) 結合，並增加其活性。此項對於PGK1的
作用與對於α1腎上腺受體的作用各自獨立、互
不影響，而DA和AZ也具相同特性。由於TZ、
DA和AZ皆能穿越血腦障蔽 (blood brain barrier,
BBB)，故能刺激腦細胞中的糖解作用並增加

ATP，在多項PD模型的動物實驗中，發現可以
延緩或預防神經元損失。
2021年Simmering等人發表了一項TZ、DZ
和AZ與PD發生風險相關性之研究，利用Danish
nationwide health registries和Truven Health Analytics MarketScan database以傾向分數配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的方式進行了兩項回溯性分
析。此研究採用活性對照 (active comparator) 的
研究設計，對照組為另一種經常被用於治療BPH
且同樣能穿越BBB的α1腎上腺素受體阻斷劑
tamsulosin。Tamsulosin的結構與TZ完全不同，
不與PGK1結合也無法促進糖解作用，上述PD模
型的動物實驗中亦未觀察到tamsulosin有神經保
護效果。由於具有相同的適應症，故可避免適
應症干擾 (confounding by indication)，有助於減
少實驗組與對照組研究族群在本質上的差異，
從而瞭解這些藥品對於PD病人真正的效果。研
究納入未患有PD且新使用TZ/DZ/AZ或是tamsulosin治療BPH或其他未明示之泌尿問題的男性
病人。研究自病人用藥開始追蹤至少1年，並分
析兩組發展PD (定義為確診PD或使用PD治療藥
品) 的風險。為了確保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的可
比性，作者利用眾多可能影響用藥選擇的干擾
因子，針對兩組分別計算出接受研究藥物治療
的機率，亦即傾向分數，再將兩組中傾向分數
相近的病人以1:1的方式配對，最終得出特質相
近的實驗組與對照組。配對後，Danish registries
和Truven database各有52,365和94,883對使用TZ/
DZ/AZ和tamsulosin的病人，平均年齡則分別為
67.9和63.8歲。在Danish cohort中，TZ/DZ/AZ相
較於tamsulosin可使發生PD的風險下降12% (HR
0.88; 95% CI 0.81-0.98)；在Truven cohort中，
PD風險的降幅則更為明顯，下降37% (HR 0.63;
95% CI 0.58-0.69)，兩個資料庫的分析結果都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意味著比起tamsulo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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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DZ/AZ可顯著減少病人發展出PD。作者進一
步執行了劑量-反應 (dose-response) 分析，將研
究族群使用研究藥物的時間分為短、中、長三
組，結果顯示使用時間越長，就越能降低發生
PD的風險 (如表)。
Truven database的優勢在於人數極多且具多
樣性；Danish registries的優勢則在於涵蓋範圍完
整且其族群可接受的醫療水準較一致。基於兩
者的差異，作者無法將此兩項大型國際健康資
料庫的病人合併為一個巨大的研究族群，不過
其個別分析的結果仍呈現相當高的一致性，證
實了TZ/DZ/AZ降低PD風險的效果在不同族群間
的可重複性。然而，此研究仍存在些許限制，
此研究為一項回溯性研究，健康資料庫的資料
結構限制，使部分PD的重要危險因子無法被納
入考量；再者，研究結果除了PD診斷外，尚有
利用抗PD藥品為替代指標，無法完全排除錯誤
分類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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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以兩個大型、獨立的國際健康資料庫
進行之回溯性研究顯示，使用TZ/DZ/AZ的病
人，比起使用tamsulosin者具有顯著較低的PD發
生風險。鑒於PD之病理生理學上的高異質性，
未來仍有待前瞻性研究來證實TZ/DZ/AZ對於預
防PD發生的效果，並進一步篩選出具有能量代
謝不全，並能獲益於此促進糖解作用之治療藥
物的病人。目前因臨床實證不夠充足，TZ/DZ/
AZ尚無預防PD的適應症，然因PD病人經常伴隨
有泌尿道症狀，故臨床上對於PD合併BPH的病
人也許能考慮優先選用TZ/DZ/AZ此類α1腎上腺
素受體阻斷劑。

參考資料：
1.

2.

Simmering JE, Welsh MJ, Liu L, et al. Association of
glycolysis-enhancing α-1 blockers with risk of developing Parkinson disease. JAMA Neurol 2021;78:407-13.
Cai R, Zhang Y, Simmering JE, et al. Enhancing glycolysis attenuates Parkinson's disease progression in models
and clinical databases. J Clin Invest 2019;129:4539-49.

表、Simmering等人研究短、中、長期使用TZ/DZ/AZ相較tamsulosin發生PD的風險比值 (HR [95% CI])
Danish registries

Truven database

短期*

0.95 (0.84-1.07)

0.70 (0.64-0.76)

中期*

0.88 (0.77-1.01)

0.58 (0.52-0.64)

長期*

0.79 (0.66-0.95)

0.46 (0.36-0.57)

*短期：累積DDD (deﬁned daily dose) 1-499；中期：累積DDD 500-1999；長期：累積DD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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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藥物安全警訊
許櫻寶、周千瀅

表、美國FDA發佈藥物安全警訊
日期

摘要

說明

6/16

美國FDA發
佈警訊，酒
精性乾洗手
所含揮發氣
體可能造成
不良反應，
提醒應在通
風良好環境
下使用。

酒精性乾洗手可減少手部細菌，可用於在無法取得肥皂與水的情況下替代清潔手
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建議應使用含酒精濃度至少60％的產品，此濃
度可溶解病菌外膜，達到殺死病菌的效果，但肥皂洗手仍為預防感染傳播及降低染
病風險的最佳方式。美國FDA回顧不良事件通報資料庫 (FDA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 FAERS) 及美國毒物控制中心通報案例，發現疑似在密閉環境中暴露到酒精
性乾洗手所含揮發氣體可能造成頭痛、噁心、頭暈等不良反應。自2010年至2020年
期間，美國FDA共接獲50件使用酒精性乾洗手造成的嚴重不良反應案例，且全數皆
為2020年3月後通報，其與COVID-19大流行期間大量使用乾洗手有關，50件案例中
有4件為孩童。美國FDA提醒，酒精性乾洗手應在通風良好環境下使用，尤其是長
時間使用，如在車內等密閉空間時，應開窗讓空氣流通直到揮發氣體散去。使用產
品前應詳閱說明書，如使用後產生嚴重不良反應或誤食應儘速就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