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 µg 衛署藥輸字第 023133 號
0.55 µg 衛署藥輸字第 023031 號
1.05 µg 衛署藥輸字第 023029 號

活性維生素 D3 製劑

旺爾華

®

錠
Onealfa® Tablet
(Alfacalcidol)

0.25 微公絲
0.55 微公絲
1.05 微公絲
0.25 µg
0.55 µg
1.05 µg

【成分、性狀】
商品名

Onealfa Tab 0.25

Onealfa Tab 0.5

劑型
有效成分

Onealfa Tab 1.0

錠劑
名稱
含量(1 錠中)

賦形劑

Alfacalcidol
0.25 µg
0.5 µg
1.0 µg
Anhydrous lactose, providone, propyl gallate, magnesium
stearate

正面
外觀

反面
側面

重量
識別碼
顏色、性狀

85 mg

85 mg

85 mg

TJN ONE : 0.25

TJN ONE : 0.5

TJN ONE : 1.0

白色圓形裸錠，無氣味。以數字表示主成分之含量。

【適應症】
慢性腎不全引起之低血鈣症。
副甲狀腺機能低下症。
維生素 D 抵抗性佝僂病、骨軟化症。
骨質疏鬆症。
【用法•用量】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必須小心監測患者的血鈣濃度，據此調整本藥的劑量。
• 慢性腎不全與骨質疏鬆症
一般成人劑量為每天一次，每次口服 alfacalcidol 0.5-1.0 µg。劑量可依患者的年齡與
症狀的嚴重程度而加以調整劑量。
• 副甲狀腺機能低下症與其他維生素 D 代謝異常引起之疾病
一般成人劑量為每天一次，每次口服 alfacalcidol 1.0-4.0 µg。劑量可依適應症、患者
的年齡與症狀的嚴重程度而加以調整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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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用量】
罹患骨質疏鬆症兒童的常用劑量為每天一次，每次口服 alfacalcidol 0.01-0.03 µg/kg。其
他小兒科適應症的劑量為每天一次，每次口服 alfacalcidol 0.05-0.1 µg/kg。劑量可依患者
的疾病與症狀的嚴重程度而加以調整。
【注意事項】
1. 重要注意事項
(1) 為預防過量，患者在服用本藥期間須定期監測血鈣值，並應調整劑量，使血鈣
值維持在正常範圍內。
(2) 發生高鈣血症時，須立即停藥。停藥後，若血鈣值已恢復至正常範圍，則可以
較低的劑量重新開始治療。
2. 藥物交互作用
併用藥物之注意事項(Onealfa 錠與下列藥物併用應小心。)
藥物
含鎂之藥物：
氧化鎂、碳酸鎂等
Digitalis 製劑：
Digoxin 等

臨床症狀
曾有高鎂血症之報告

作用機轉及危險因子
未明

可能會發生心律不整

當服用 Onealfa 錠引起高
鈣血症時，會增強
digitalis 的藥理作用
Onealfa 錠會促進鈣離子
在腸道中的吸收
相乘作用

鈣製劑：
可能會發生高鈣血症
乳酸鈣、碳酸鈣等
維生素 D 及其衍生物： 可能會發生高鈣血症
Calcitriol 等
副甲狀腺素之藥物
可能發生高鈣血症
(teriparatide)

相乘作用

3. 副作用
核准時，不良反應的發生率和藥物使用結果的調查，如下所示。(資料收集於再次審
查完成時)
1) 改善由慢性腎不全、副甲狀腺機能低下症、維生素 D 抵抗性佝僂病及骨軟化症，
以及早產兒的維生素 D 代謝異常所造成的種種症狀
在 4,967 名接受治療的患者中，285 人(5.7%)報告了 471 例對本藥產生副作用的
案例。主要的副作用為搔癢 112 例(2.3%)、食慾不振 48 例(1.0%)、噁心 47 例
(0.9%)、腹瀉 28 例(0.6%)及 ALT (GPT)之上升 27 例(0.5%)。
2) 骨質疏鬆症
14,808 名接受治療的患者中，192 人(1.3%)報告 241 例對本藥產生副作用的案
例。主要的副作用為 BUN 升高 24 例(0.2%)、噁心 23 例(0.2%)、食慾不振 21 例
(0.1%)、胃痛 19 例(0.1%)及 AST (GOT)上升 14 例(0.09%)。
(1)臨床顯著的副作用
1) 急性腎不全(頻率不詳)：
因為有發現隨血清鈣上升所帶來的急性腎不全，所以要定期的觀察血清鈣值及腎
臟功能，如果發現異常狀況時，應做適當的處置，如中止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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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肝臟功能障礙、黃疸(頻率不詳)：
因為有發現隨著 AST (GOT)、ALT (GPT)、ALP 的上升所帶來的肝臟功能障礙、
黃疸，所以要詳細的觀察，如果有發現異常狀況時，應中止給藥並做適當的處置。
(2) 其他副作用
倘若觀察到下列任何一種副作用，則應採取適當的措施，如減低劑量或停藥。
胃腸系統

0.1%～5%

< 0.1%

食慾不振、噁心、腹
瀉、便秘及胃痛

嘔吐、腹脹的感覺、胃部不適、
消化不良、口內不適、口渴等
頭痛/隱約的頭痛、失眠/焦躁感、
虛弱/不適、頭暈、麻木、嗜睡、
記憶力減退、耳鳴、老年失聰、
背痛、肩膀僵硬、下肢抽痛感、
胸痛等

神經精神系
統

心血管系統
肝臟
腎臟

輕微的血壓上升、心悸
AST (GOT)、ALT
LDH、γ-GTP 上昇
(GPT)之上昇
BUN 升高/肌酸酐升高 腎結石
(腎功能減退)

皮膚

搔癢感

眼

結膜充血

皮疹、熱感

骨骼

關節周圍之鈣化(多餘的骨骼形成)

其他

聲音嘶啞、水腫

4. 老年人之使用
因為老年人常有生理機能減退的情形，故須小心調整劑量。
5. 懷孕、分娩或授乳期間之使用
(1) 孕婦或可能已經懷孕的婦女，只有在預期治療效益超過任何潛在的危險性時，
才可使用本藥。﹝孕婦使用本藥的安全性尚未確立。動物實驗(大鼠)顯示，給予
大量的 alfacalcidol 會造成胚胎骨化延遲、對性腺產生影響、懷孕率降低、胎兒
死亡率上升、抑制胎兒發育及授乳能力降低 1-3)。﹞
(2) 授乳的母親宜避免使用本藥。如果醫師判斷有必要使用本藥，則在治療期間必
須停止授乳。﹝授乳的母親使用本藥的安全性尚未確立。一項動物實驗(大鼠)
顯示，授乳動物的使用劑量有 1/20 會分泌到乳汁中 4)。﹞
6. 兒童之使用
兒童給藥時，應謹慎使用避免過量，如應以低劑量開始給藥，並慢慢增加劑量，同
時監測血鈣值及尿鈣值對肌酸酐的比值。﹝動物實驗顯示，幼年大鼠經口給藥的急
性毒性比成年大鼠強 5)。﹞
7. 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交付藥品時
使用以按壓開啓式包裝(PTP)的藥品時，應指示患者在服藥前從包裝內取出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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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指出，如果吞下 PTP 薄片，薄片的尖角可能會刺穿食道黏膜，而造成嚴重的
併發症，如縱膈炎等。﹞
8. 其他注意事項
血磷酸鹽過多的患者使用本藥時，應併服磷酸結合劑以降低血清磷酸鹽值。
【藥物動力學】
本藥在小腸被吸收，經由肝臟迅速代謝成為 1α,25-(OH)2D36)。在健康成人 14 例中，經
口給與 Onealfa 錠 4.0 µg (1.0 µg × 4 錠)時，血中 1α,25-(OH)2D 濃度在給藥 4~24 小時(平
均 11.0 小時)中，達到最高值(平均 94.6 pg/mL)，在 48~72 小時回到接近給藥前的值 7)。
(參考)
吸收與排泄
在老鼠身上口服給與 0.4 µg/kg 時，在 48 小時內，經尿液及糞便排泄約 72%，7 日中幾
乎完全被排泄 8)。
同時，在老鼠身上連續給藥 14 日的實驗中，並未發現對主要內臟器官有蓄積性 9)。
【臨床試驗】
臨床效果
在日本，22 個機構(總計 30 個機構)所作的開放性臨床試驗的有效率如下 10-14)：
有效率(%)

有效以上

病名
慢性腎臟衰竭等

70.9% (90/127)

骨質疏鬆症

51.4% (95/185)

且在 Onealfa 膠囊中以骨質疏鬆症、慢性腎不全為對象的雙盲試驗中，被認為是有效的
15)16)

。Onealfa 錠和 Onealfa 膠囊被認為具生體相等性。

【藥效藥理】
本藥口服後，經由腸道迅速被吸收到血液中，受肝臟微粒體 25-hydroxylase 的作用，側
鏈的第 25 位被水解，成為活性物質 1α,25-(OH)2D3。此活性物與分佈在腸道及骨骼等的
標的組織的受體結合，發生促進腸道吸收鈣、骨礦物質溶解作用及骨形成作用等一系列
的生理活性。
1. 促進腸道鈣吸收及血鈣值上升作用
對於缺乏維生素 D 的大鼠及切除腎臟的大鼠，給與 alfacalcidol 的實驗結果，認為有
促進腸道鈣吸收及血鈣值上升作用 17),18)。
2. 骨形成的促進作用
(1) 骨組織培養
從已孵化 9 天的雞蛋中取出的胚胎組織做培養，證明正常的骨形成
1α,25-(OH)2D3 是必需的 19)。
(2) 切除腎臟的大鼠
在動物實驗，對於腎亞全切(subnephrectomy)而形成大量的骨吸收腔，及類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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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低鈣化層明顯增加的大鼠，給與 alfacalcidol 30 天，認為有骨質新生的現象 20)。
(3) 骨質疏鬆症模式之大鼠(切除卵巢的大鼠)
切除卵巢的大鼠，長期飼養後會造成血中 1α,25-(OH)2D3 值、骨小樑及鈣沈積率
降低。不過此變化以 alfacalcidol 0.1 µg/kg/日給與 6 個月後獲得改善 21)。
(4) 骨質疏鬆症模式之大鼠(給與 hydrocortisone 的大鼠)
長期給與 hydrocortisone，造成骨小樑、骨皮質厚度、骨成分減少。不過此變化
以 alfacalcidol 0.02 µg/kg/日~0.1 µg/kg/日給與 12 週後獲得改善 22)。
(5) 老年性骨質疏鬆症(人體，電子顯微鏡及光學顯微鏡的觀察)
在給與 Onealfa 膠囊前後，作腸骨骨骼活組織檢查，進行光學及電子顯微鏡觀察，
有骨組織學性質的改善，如活性的造骨細胞、骨細胞及鈣化骨小腔的增加 23)。
(6) 鈣攝取量和骨吸收/骨形成作用
在動物實驗，給與 alfacalcidol 予餵食不同鈣含量飼料之缺乏維生素 D 的大鼠，
在鈣含量很少時，出現骨吸收現象，而鈣含量足夠時，骨形成就相當顯著 17)。
【主要成分之物理化學性質】
學
化

名：Alfacalcidol
學 名：(5Z,7E)-9,10-secocholesta-5,7,10(19)-triene-1α,3β -diol

化學結構式：

分
分

子 式：C27H44O2
子 量：400.64

融

點：137~142℃

性

狀：

Alfacalcidol 為白色的結晶或結晶性末，易溶於甲醇(methanol)、酒精(ethanol 99.5%)、氯
仿(chloroform)及二氯甲烷(dichloromethane)，可溶於丙酮(acetone)或乙醚(diethyl ether)，
幾不溶於水或己烷(hexane)。會因空氣及光產生變化。
【取用上的注意】
1. 置於光線下可能會使顏色改變，故開封後請避光儲存。
2. 開封後，請避免受潮。
【儲存條件】
室溫(25℃)、避光、密閉容器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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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
三年
【包

裝】

2-1000 錠鋁箔盒裝
【主要文獻】
1 ）加藤 正夫 et. al.：臨床與基礎，12 (1) 32, 1978
2 ）加藤 正夫 et. al.：臨床與基礎，12 (2) 203, 1978
3 ）加藤 正夫 et. al.：臨床與基礎，12 (4) 716, 1978
4 ）大沼 規男 et. al.：應用藥理，15 (3) 459, 1978
5 ）蒔田德太郎 et. al.：帝人株式會社生物醫藥研究所報告，1985
6 ）石塚 誠一 et. al.：帝人株式會社生物醫藥研究所報告，1978
7 ）彥坂 亮一 et. al.：帝人株式會社社內資料，1986
8 ）大沼 規男 et. al.：應用藥理，16 (6) 1123, 1978
9 ）清木

護 et. al.：應用藥理，16 (6) 1137, 1978

10）越川 昭三 et. al.：臨床水電解質，5 (6) 645, 1986
11）清野 佳紀 et. al.：小兒科臨床，39 (7) 1691, 1986
12）西山 宗六 et. al.：小兒科臨床，39 (8) 2029, 1986
13）井上 哲郎 et. al.：新藥與臨床，35 (6) 1234, 1986
14）白旗 敏克 et. al.：新藥與臨床，35 (6) 1243, 1986
15）上田

泰 et. al.：臨床評價，7 (1) 137, 1979

16）伊丹 康人 et. al.：醫學的進展，123 (10) 958, 1982
17）川島 博行 et. al.：日藥理誌，74 (2) 267, 1978
18）川島 博行 et. al.：應用藥理，16 (5) 845, 1978
19）清木

護 et. al.：組織培養，8 (3) 79, 1982

20）Ueno, K. et al.：Ⅳth WORK SHOP on Vitamin D, Berlin 1979
21）伊沢 義弘 et. al.：Prog. Med., 2 (7) 1071, 1982
22）伊沢 義弘 et. al.：Prog. Med., 2 (7) 1080, 1982
23）須田 昭男 et. al.：Prog. Med., 2 (7) 1098, 1982
製造廠
Teijin Pharma Limited Iwakuni pharmaceutical Factory
2-1 Hinode-cho, Iwakuni, Yamaguchi,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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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安斯泰來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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