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定平錠劑 10 毫克
Eldepryl Tablets 10mg
衛署藥輸字第 022193 號
【主成份】Eldepryl tablets 10mg 每錠含 Selegiline hydrochloride . . . . . . . . 10mg
【賦形劑】Mannitol、Maize starch、微晶纖維素、Povidone、硬脂酸鎂。
【適應症】巴金森病症之輔助治療劑。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用法用量】
Selegiline 可單獨用於巴金森氏病早期，抑或與 levodopa 或者 levodopa-peripheral decarboxylase inhibitor 合用。Selegiline 起始劑量每天早晨 5mg，依需要可
增至 10mg。與 levodopa 合用治療時，若出現因 levodopa 所致之副作用，應降低 levodopa 劑量。
【禁忌】
對 selegiline 或其他賦形劑過敏的人。
Selegiline 不可與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SRI)、血清素與正腎上腺素回收抑制劑(SNRI) (venlafaxine)、三環抗憂鬱藥、類交感神經製劑、單胺氧化酶抑制
劑(MAO inhibitors)(例如: linezolide)及鴉片類(pethidine)藥物併用。
Selegiline 不可用於十二指腸潰瘍或胃潰瘍發作的病人。
當同時開立處方 selegiline 與 levodopa 時，必須考慮作用於 levodopa 之配伍禁忌。
【副作用】
副作用發生的頻率如下:常見(≧1/10)；普通(≧1/100 to <1/10)；不常見(≧1/1,000 to <1/100)；罕見(≧1/10,000 to <1/1,000)；非常罕見(<1/10,000)；未知(從既有
資料無法評估)
精神異常
普通
混亂、幻覺
不常見
情緒改變
未知
衝動控制異常及強迫症(如性慾過高)*
神經系統異常
普通
不正常的移動(例如運動困難)、頭暈、頭痛
不常見
輕微短暫睡眠障礙(如失眠)
心臟異常

少見
普通
不常見

躁動
心跳徐緩
上心室心搏過速

罕見
心律不整
罕見
姿勢性低血壓
普通
噁心
不常見
口乾
肝膽異常
普通
肝指數上升
皮膚及皮下組織異常
罕見
皮疹
腎臟及尿道異常
罕見
排尿困難
未知
尿液滯留
*以 dopamine 致效劑及其他 dopaminergic 藥物(例如 selegiline)治療的巴金森病人會出現衝動控制的異常及強迫症，例如無法控制的賭博、性慾過高、大吃大
喝、逛街及各式各樣的強迫性/重覆性的行為(punding)。
血管異常
胃腸異常

與 levodopa 併用
因為 selegiline 會增加 levodopa 的作用，所以合併療法(levodopa 應與周邊 decarboxylase 抑制劑一同給予)可能會加強 levodopa 的副作用(坐立不安、運動機能
亢進、不正常運動、躁動、精神混亂、幻覺、姿態性低血壓、心律不整)。合併 selegiline 治療可准予進一步降低 levodopa 劑量(可高達 30%)。
【過量】
劑量過量尚無特別臨床狀況。對於帕金森氏症的治療，只有在建議劑量下(5~10 毫克/每天)可達到 selegiline 的選擇性 MAO-B 抑制作用；劑量超過會有類似
從無選擇性 MAO 抑制劑觀察到的症狀(中樞神經及心血管系統失調)。非選擇性 MAO 抑制劑過量的症狀可持續超過 24 小時，其症狀有困倦、眩暈、虛弱、
易怒、活動過度、躁動、嚴重頭痛、幻覺、震顫、交替低和高血壓、血管萎陷、脈搏太快及不規律、心口疼痛、呼吸抑制及衰弱、嚴重肌肉痙攣、體溫過
高、發汗、昏迷、抽搐、胸痛。無特定解毒劑，需以症狀治療。
【交互作用】
相反適應症之藥物


類交感神經劑 Sympathomimetics

配伍禁忌，有高血壓的危險。


Pethidine and Tramadol

Pethidine 與選擇性 MAO-B 抑制劑的 selegiline 為配伍禁忌。Tramadol 也是一個有潛在交互作用的藥物。


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SRIs)與血清素正腎上腺素回收抑制劑(SNRIs)

與 SSRIs 或 SNRIs 為配伍禁忌，因為會有精神混亂、輕躁症、幻覺、躁症發作、躁動、肌陣攣、反射亢進、協調功能喪失、顫抖、震顫、驚厥、運動失調、
發汗、腹瀉、發燒及高血壓等血清素症狀(serotonin syndrome)。
停用 selegiline 與服用 fluoxetine 須至少間隔 14 天。Fluoxetine 的排除半衰期很長，因此若停用 fluoxetine 到開始用 selegiline 中間至少需間隔 5 週。


三環抗憂鬱藥(TCAs)

嚴重中樞神經系統毒性(serotonin syndrome)，偶而有報告指出與三環抗憂鬱藥一起服用會出現高血壓、低血壓及發汗。所以selegiline與三環抗憂鬱劑併用為
配伍禁忌。


單胺氧化酶抑制劑(MAO inhibitors)

與 MAO 抑制劑併用會造成中樞神經和心血管系統疾病。
不建議服用


口服避孕藥

避免併用口服避孕藥，因口服避孕藥會增加 selegiline 的生體可用率。


其他

與治療指數狹窄的藥物例如毛地黃亦/或抗凝血劑併用須注意及監控。
食物交互作用
Selegiline 為一獨特的 MAO-B 抑制劑。即使並無於建議劑量治療下因含有乾酪素(tyramine)的食物引發高血壓(所謂"cheese-effect)的報告，因而無特別飲食限
制，但如併用 selegiline 與 MAO 抑制劑或 MAO-A，則建議應避免大量含乾酪素的食物例如陳年起司或酵母製品。
【懷孕及授乳】
懷孕病患的資料非常有限。動物實驗顯示於多倍人類劑量下有生殖毒性。建議懷孕時避免使用 selegiline。
Selegiline 是否會被分泌到人類乳汁尚未知。動物部分也尚未研究。物理化學數據說明 selegiline 分泌到乳汁及哺乳小孩的風險皆須考慮，因此授乳時不可服
用本藥。
【對開車及操作機器的影響】
本藥可能會造成眩暈，所以治療期間如有出現此副作用應避免開車或操作機器。
【警語、注意事項】
1.
由於 selegiline 會增強 levodopa 的作用，可能造成 levodopa 的副作用更加顯著(特別是接受高劑量 levodopa 治療的患者)，故需監測這些患者。Selegiline
和 levodopa 併用可能會導致不自主的動作亦/或躁動，此副作用在 levodopa 的劑量降低後會消失，故 selegiline 和 levodopa 併用時可分兩週降低大約 30%
levodopa 使用劑量。
2.
當服用劑量超過建議劑量(10mg)，selegiline 可能會失去 MAO-B 的選擇性，高血壓的風險會增高。
3.
需特別注意有不穩定高血壓、心律不整、嚴重心絞痛、精神病或有消化性潰瘍病史的患者服用此藥治療時可能會有病情惡化的現象。
4.
對於嚴重肝或腎功能不全、須特別注意。
5.
對於服用 MAO 抑制劑的病人於手術麻醉中應小心謹慎。MAO 抑制劑(包括 selegiline)可能會增強全身麻醉時中樞抑製的效果，曾有呼吸窘迫、心血管
抑制、低血壓和昏迷報告。
6.
曾有報告指出，以 dopamine 致效劑及其他 dopaminergic 藥物(例如 selegiline)治療的巴金森病人會出現衝動控制的異常及強迫症，例如無法控制的賭博、
性慾過高、大吃大喝、逛街及各式各樣的強迫性/重覆性的行為(punding)。
7.
有研究指出同時服用 selegiline 與 levodopa 的病人較只服用 levodopa 的病人致死率的風險增加。然而，在這些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方法理論的偏
見已被發現並且有分析及大群組研究推斷出其實致死率並無明顯的差異。
8.
有研究指出對於有心血管風險的病人併用 selegiline 與 levodopa，其與增加低血壓的風險有關聯。
9.
併服 selegiline 於非劑量影響而有藥效波動之 levodopa 治療的病人可能沒有幫助。
10. 建議併服其他中樞作用的藥品或物質時要小心，應避免喝酒。
【藥效動力學】
Selegiline 是一個具選擇性的 MAO-B 抑制劑，防止 dopamine 在腦內被破壞。同時在突觸前的 dopamine 接受器抑制 dopamine 的 reuptake。這些作用加強
了 dopamine 在腦內的功能，同時延長外來及內生性 dopamine 的效果。因此，selegiline 加強及延長 levodopa 治療巴金森氏症的效果。
初期巴金森氏症病人的双盲試驗顯示出，單獨使用 selegiline 對於病情的控制較安慰劑組長，這些病人維持工作的能力也較長。
Levodopa 治療中加入 selegiline，可幫忙減少與劑量有關的波動及劑量末的惡化情形。
加入 selegiline 後 levodopa 的劑量平均可減少約 30%。與傳統會抑制 MAO-A 及 MAO-B 的 MAO-抑制劑不同，selegiline 是特定的 MAO-B 抑制劑，可安全的
與 levodopa 併用。
Selegiline 單獨使用時，或是與 moclobemide 或不具選擇性的 MAO 抑制劑除外的其他藥物併用時，都不會引起所謂的乳酪效應。
【藥物動力學】
Selegiline 從胃腸吸收。空腹口服後約 0.5 至 0.75 小時可達到最高濃度。生體可用率低，10%(平均值，個體間的差異性很大)未被代謝的 selegiline 可
進入全身循環系統。
Selegiline 是親脂性、稍微鹼性的化合物，很快進入組織及腦內。Selegiline 很快分佈全身，靜脈注射 10 毫克後分佈體積為 500 公升。治療濃度時，75-85%
的 selegiline 與血漿蛋白結合。Selegiline 抑制 MAO-B 是不可逆的，酵素的活性直到新的酵素合成出來才會再次增加。單次 10 毫克劑量，抑制血小板
MAO-B 酵素的活性可持續超過 24 小時，大約 2 週後，血小板 MAO-B 酵素的活性才會恢復正常。
Selegiline 主要在肝臟很快的被代謝成活性代謝物 desmethylselegiline、l-methamphetamine 及 l-amphetamine。體外試驗顯示出 CYP2B6 是參與
selegiline 代謝主要的肝臟酵素，CYP3A4 及 CYP2A6 也可能參與一部份。單次及多次劑量給藥後，都能在血漿及尿中發現這 3 種代謝物。平均的排除半衰
期是 1.5 至 3.5 小時。身體總廓清率大約是 240 公升/小時。Selegiline 的代謝物主要經由尿液排泄，大約 15%由糞便排出。
【臨床前安全性資料】沒有致突變性及致癌性。
儲存：置於 25℃以下，效期為 3 年。
包裝： 4-1000 錠瓶裝
外觀： 10mg tablet-白色或乳白、圓形凸起裸錠，直徑 8mm、有刻痕。
製造廠:Orion Corporation, Turku plant
包裝廠:Orion Corporation
藥商:台灣美強股份有限公司
貼標廠:台灣美強股份有限公司
廠址:(O)Orionintie 1,02200 Espoo, Finland 廠址:Joensuunkatu 7, Salo, 24100, Finland 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66 號 4 樓 廠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 3 段 155 巷 5 號
(P)Tengströminkatu 8, 20360 Turku, 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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