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署藥製字第 036753 號

“台裕”

瀉服 膠 囊 2 毫 克 (樂 必 寧 )

SAFE

Capsules 2mg

“Tai Yu” (Loperamide)

「“台裕”瀉服膠囊 2 毫克」所含之 Loperamide HCl 為合成之口服抗腹瀉治
療劑。
【成

分】
Each Capsule Contains：
Loperamide HCl……………………………………………………..2mg

【藥理作用】
1. 體外及動物試驗顯示，本品之藥理作用為降低腸蠕動，並影響大腸之
水分與電解質之運動。本品對腸壁之環狀肌及縱行肌蠕動力呈直接之
抑制。
2. 在人體內，本品延長腸內內容物之運送時間，減少糞量、增加黏稠度
及密度，並降低水分及電解質之損失。止瀉作用尚未見抗藥性。
3. 臨床研究顯示，本品在人體內之半衰期為 10.8 小時(範圍為 9.1~14.4
小時)，口服 2mg 之血中原型態濃度為 2ng/ml 以下。服用後 5 小時
可達最高血中濃度；可經由尿及糞便排泄，但大多數經由糞便排出體
外。服藥期患者之生化及血液檢驗並無異常，其尿液檢驗、心電圖及
眼科檢查亦無異常。
【適 應 症】
急、慢性腹瀉。
【禁
忌】
對本藥過敏及須避免便秘之患者禁用。
【警
語】
1.勿用於血便且發燒之急性痢疾情況。
2.瀉痢患者可能發生體液及電解質損失，服用本藥並不排除補給適當
體液及電解質之療法。
3.部份潰瘍性結腸炎及假膜性結腸炎患者，使用具有抑制腸蠕動及延
長腸內內容物之運送時間之廣效抗生素治療，已有引起巨結腸中
毒之報導。若發生腹脹或急性之潰瘍性結腸炎患者已現其他不利
症狀時，須立即停用本藥。
4. 因年少兒童之反應變異性較大，用藥須特別注意。脫水，尤其是
年少兒童，對本藥之反應變異性影響更大。
【注意事項】
1.一般注意事項：
急性瀉痢於用藥 48 小時內未見改善者，須予停用。因本藥主要流
經肝臟生化分解，故對肝功能障礙患者須嚴密監測其中樞神經毒
性症候。
2. 患者須知：
若用藥數日而瀉痢仍未停止或已有發燒情形，建議應請醫師診察。
3. 藥物交互作用：
併用諸藥劑中尚無發生互攝作用者。
4. 致癌性、致畸性與生育力：
以 18 個月大之老鼠試驗，投與人用最大劑量之 133 倍(以 mg/kg
為計算基礎)，並無致癌性現象。致畸性研究尚無進行。老鼠之生
殖研究，發現以 150~200 倍人用劑量之高劑量可造成雌老鼠之不
孕及雄老鼠之生育力降低。
5. 孕婦：
老鼠及家兔之生殖研究中，投與高達人用劑量 30 倍之劑量，並無
傷害其生育力或傷害胎兒之證據；高劑量則傷害存活之母親及授
乳少婦；研究中，亦無致畸性之證據。對孕婦尚無適量及良好之
研究。因動物生殖試驗常無以推知人類者，故懷孕期僅限於確有
需要時始可使用本藥。
6. 授乳婦：
本藥不確知是否排泄於母乳，鑑於多數藥品均排泄於母乳，故對
授乳婦用藥須注意。
7. 幼兒：
見「警語」所述「年少兒童之反應變異性較大」部份。兒童若服
藥過量，則見「過量」所述。
【副 作 用】
用藥期間所見副作用，與痢疾症候群之徵狀難予區別。臨床研究紀
錄之副作用一般為輕微且有限；治療慢性瀉痢時則較為常見。下列
為已有報導之患者怨訴，並依其頻度減少之順序排列:但「過敏反應」
為例外，因較為嚴重故列為第一項。

1.過敏反應(包括皮膚疹)。
2.腹部疼痛、脹滿或不舒服。
3.噁心及嘔吐。
4.便秘。
5.疲倦。
6.嗜眠或眩暈。
7.口乾。
【藥品濫用與依賴性】
為評估本藥被濫用之可能性，設計使用高劑量之特殊臨床研究中，
發現極少可能被濫用；而經廣泛使用多年後亦無濫用或呈依賴性之
證據。人類對本藥之生理依賴性尚無發現，但以對嗎啡呈依賴性猴
子之研究證實，以高於人用劑量之本藥可預防嗎啡發癮之症狀。但，
在人類以 NALOXONE 對瞳孔之測試中(若測試呈陽性反應即表有鴉
片樣效應)，本藥單一高劑量或經 2 年以上治療之測試結果均呈陰性
反應。口服投與本藥(Loperamide 與 Magnesium Stearate 配方)，
具高度不溶性與極差之中樞神經穿透性。
【過
量】
1.動物之藥理及毒理資料顯示，人類用藥用過量可造成便秘、中樞神
經抑制及胃腸刺激。臨床試驗證實，投與本藥後立即服用活性碳
泥，可將吸收至全身性血循之藥量減低達九倍之多，服藥後如發
生嘔吐，宜口服活性碳泥 100g 以保留體液。
2. 如無嘔吐，宜經胃管投與活性碳泥 100g 予以胃灌洗。服藥過量
時，宜監測患者中樞神經抑制現象，可投藥 NALOXONE。如對
NALOXONE 有回應，則自最後投與 NALOXONE 至少 24 小時，
且小心監測其生命跡象有否用藥過量之徵狀復發。由於本藥藥效
長而 NALOXONE 作用期短(1~3 小時)，故患者須予嚴密觀察並依
需要重複投與 NALOXONE。因本藥極少量經由尿液排出，故強迫
利尿對本藥過量仍無效益。
3. 臨床試驗中，成人 24 小時內服用本藥三次，每次 20mg，服用第
二劑時有噁心，服用第三劑時有嘔吐。在以檢知可能性副作用為
目的之試驗中，對健康受測者故意以單劑量投與高達 60mg 之本
藥，其結果未呈有意義之副作用。
【用法用量】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1. 急性腹瀉：
 成人：
初量口服 4mg(2 粒)，每瀉即再服 2mg(1 粒)，但每日總量不得超過
16mg(8 粒)。
 兒童：
2 歲以下勿用。2~5 歲(體重 13~20kg)，首日三次每次 1mg(半粒)(日
總量 3mg)。6~8 歲(體重 20~30kg)，首日二次每次 2mg(1 粒)(日總
量 4mg)。8~12 歲(體重 30kg 以上)，首日三次每次 2mg(1 粒)(日總
量 6mg)。第二天起每瀉後每公斤體重再服 1mg，但每天用量不得超
過其日總量。
2. 慢性腹瀉：
 成人：
初量口服 4mg(2 粒)，每瀉即再服 2mg(1 粒)至症狀獲得控制後減
量；當每日需量確立後，此量可以單次或分次投與。臨床上，每日
平均維持量為 4~8mg(2~4 粒)，而甚少超過 16mg(8 粒)之劑量。若
每日量 16mg 治療 10 天以上仍未見改善，則進一步給藥其症狀亦不
易獲得控制。若以飲食療法或特別治療仍為無效時，可繼續服用本
藥。
 兒童：
雖本藥對有限數量之慢性腹瀉兒童已有研究，但小兒慢性腹瀉之治
療劑量尚未確立。
【賦 形 劑】
Talc、Magnesium stearate、Potato starch、Lactose hydrous、
膠囊殼蓋：綠色蓋/灰色身 2 號。
【貯藏方法】
室溫避光貯存，本藥須置於小孩不能取得之處。
【包
裝】
4~1,000 粒塑膠瓶裝、鋁箔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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