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裝說明書：使用者的資訊

努特徹 500 國際單位注射液劑
B 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
使用本藥品前請仔細閱讀整份說明書，因為本說明書涵蓋重要訊息。
-

保存本說明書。因您可能會需要再讀它。
如果您有更進一步的問題，請詢問您的醫師或藥師。
本藥品是僅為您開立的。請不要轉交給他人使用。這可能會對他人造成傷害，即
使他人疾病症狀與您相同。
若有任何的副作用，請告訴您的醫師或藥師。這包括任何可能發生而未列舉於本
說明書的副作用。請見第4節。

本說明書內：
1.
2.
3.
4.
5.
6.
7.

什麼是Zutectra和它的用途
在您使用Zutectra之前需要知道什麼
如何使用Zutectra
可能的副作用
如何儲存Zutectra
包裝內容物及其他資訊
如何由您自己或看護注射Zutectra

1. 什麼是Zutectra和它的用途
Zutectra含有B型肝炎病毒抗體，它是體內本身用來保護您免於感染B型肝炎的防禦物
質。B型肝炎是因B型肝炎病毒所造成的肝臟發炎現象。
Zutectra的用途
Zutectra 是用來避免至少 1 個星期前因 B 型肝炎造成肝衰竭而進行肝臟移植的病人再
度感染 B 型肝炎。
2. 在您使用Zutectra之前需要知道什麼
請勿將Zutectra 使用於以下狀況
如果您對人類免疫球蛋白或本品的任何其他成分(請見第6節)過敏。
過敏性反應可能包括突然氣喘、呼吸困難、心跳變快、眼瞼、面部、嘴唇、喉嚨或舌
頭浮腫、皮疹或發癢 。
Zutectra只能皮下注射(皮膚以下)。注射到靜脈或血管注射可能會造成過敏性休克。

Zutectra 可能會影響特定血液檢測(血清學檢測)的結果。在任何血液檢測之前，請告訴
您的醫師您接受 Zutectra 治療。
Zutectra的原料和感染原傳遞之可能性的訊息：
製造Zutectra的原料是從人體血漿(此為血液的液體部分)所製造而成的。
當藥品由人體血液或血漿製造而來時，就必須採取特定的措施以避免造成病人的感
染。這些措施包括：
- 小心選擇血液和血漿的捐贈者以確保排除疑似感染帶原者，和
- 對個別血漿和混合血漿篩檢病毒／感染的徵狀。
此類產品的製程包括了血液或血漿的病毒去活化及去除的步驟。惟縱使採取這些措
施，當投予以人體血液或血漿所製備的藥品時，仍舊無法完全排除傳遞感染的可能性。
這也適用於任何未知或新興的病毒或其他類型的感染。
所採取的措施被認為對於套膜病毒，如人類免疫缺乏症候群病毒(HIV)、B型肝炎病毒、
和C型肝炎病毒，以及非套膜的A型肝炎病毒，是有效的。所採取的措施，可能受限於
微小病毒B19 (麻疹病原體)的非套膜病毒。
諸如Zutectra的免疫球蛋白始終和A型肝炎或微小病毒B19感染沒有關聯性，可能是因為
產品中所含的抗體具有對抗這些感染的保護作用。
強烈建議每次使用Zutectra(在醫院或家中治療)，應記錄藥品的名稱和批號，以保存所
使用批次的紀錄。
其他藥品與Zutectra
如果您正在使用、最近有使用任何藥品或可能會使用任何藥品，請告訴您的醫師或醫
療專業人員。

懷孕、哺乳及生育
如果您懷孕或哺乳的話，可能懷孕或打算懷孕，使用本藥品前請向醫師或醫療專業人
員詢問建議。

治療前請告訴您的醫師或醫療專業人員
如果您曾被告知在您的血液中含有免疫球蛋白A抗體。這是非常罕見的，它可能
會造成過敏性反應。

3. 如何使用Zutectra
Zutectra是用在皮下(皮膚以下)注射。每一支注射器內的溶液只限一次使用。此藥品不
能注入血管中。

您可能對免疫球蛋白(抗體)過敏而不自知，即使您能耐受先前使用人體免疫球蛋
白的治療。特別是如果您的血液中沒有足夠的免疫球蛋白A，就可能發生諸如血
壓驟降或休克的過敏反應。

多數情形中，您的醫師或護士會幫您注射。不過，如果您的抗體量足夠，並且您有固
定劑量的自訂方案，那麼，您或您的看護在接受訓練後，可以在家中進行注射(詳見下
述)。

您在第一次注射Zutectra當中或之後不久將被仔細地觀察，以確定您沒有發生過敏反
應。如果您對Zutectra產生過敏反應的話，就要立即停止注射。如果您在注射Zutectra
的過程中，發現任何的反應，請立即告訴您的醫師或醫療專業人員。

為了記錄您注射Zutectra的情形，強烈建議使用治療日記。您的醫師會向您解釋如何使
用它。

對血液檢測可能的影響

如果您忘了注射時
不要為了忘記注射一次，就一次打兩劑。和您的醫師討論如何調整劑量。您的醫師會
告訴您 Zutectra 的用量和使用頻率。
確定您遵照處方和醫師指示使用 Zutectra，以避免再度感染 B 型肝炎的風險。
4. 可能的副作用
本藥品和所有藥品一樣，可能會產生副作用；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會有副作用。
在Zutectra觀察到大部分的副作用，本質上是輕度的到中度的。在非常罕見的案例，人
類一般免疫球蛋白可能會引起嚴重過敏反應。
如果您注意到以下的反應，請立刻停止注射並告訴您的醫師：
疹子、
瘙癢、
喘息、
呼吸困難、
眼皮、臉、嘴唇、喉嚨或舌頭腫脹、
低血壓、脈搏快
這可能是過敏性反應(過敏反應)或是嚴重的過敏性反應(過敏性休克)。

以下有關Zutectra的副作用曾被報告過：
常見(可能最多每10位病人中有1位)：
注射部位的反應：疼痛，注射部位蕁麻疹(蕁麻疹)，血腫(血液集中於皮膚下的組
織中)，皮膚變紅(紅斑)。

在接種任何疫苗之前，請告訴您的醫師您接受Zutectra治療。

警語及注意事項

為了您本身的安全，您會被列入觀察以規律地監測抗體的濃度。

如果您使用超出您所需的Zutectra
目前仍不知道過量的結果。不過，如果您使用超過處方劑量的Zutectra，請直接向您的
醫師、醫療專業人員或藥師諮詢。

若注射後有任何副作用請立即告知您的醫師。
接種
Zutectra 會降低某些疫苗(麻疹，風疹，腮腺炎，水痘)的效力最多達到 3 個月之久。
在您最後一次注射Zutectra之後，若您要注射減毒之活病毒疫苗的話，您可能必須等待
至少3個月。

開車和使用機器
Zutectra 對於開車或使用機器的能力沒有/或可以忽略的任何影響。

如果您是B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陽性的話，您將不會施打Zutectra，因為對您施打此藥
品沒有任何益處。您的醫師將會向您解釋原因。

Zutectra在使用前須恢復到室溫(大約是攝氏23到27度)。

劑量可個別訂定及調整每週或每兩週皮下注射500國際單位至多為1,000國際單位 (於
試驗案例中，最多至1,500國際單位)。劑量是取決於您的狀況。您的醫師必須定期檢查
您的狀況及告知您Zutectra的用量和使用頻率。
您自己或由照護者注射
如果您受過訓練，您可以自己注射Zutectra，而不需要醫師的協助。如果您自己注射
Zutectra的話，請仔細閱讀＂如何由自己或照護者注射ZUTECTRA ＂一節的指示。

不常見(可能最多每100位病人中有1位)：
頭痛
上腹部疼痛(從您的胸部到腹部)
此外，以下的案例也曾被報告過：
無力、
疲倦
高血壓
急性鼻咽炎
肌肉痙孿
過敏反應(過敏)
心跳不正常(心悸)，心臟不舒服
搔癢、皮疹
嘴巴及喉嚨疼痛
和其他免疫球蛋白製品一樣，以下額外的症狀也曾被報導：
畏寒、
頭痛、
頭暈、
發燒、
嘔吐、
輕度過敏性反應、
噁心(並且想吐)、關節痛、
低血壓、
中度下背痛
注射部位反應：腫脹，痠痛，紅腫，硬結，局部發熱，瘙癢，瘀傷和皮疹。

在注射過程中，您必須密切地監測並小心地觀察您自己是否有任何的症狀。若有任何
與注射相關的副作用，必須立刻停止注射，並告訴您的醫師。

-

副作用通報
若您有發生任何的副作用請告訴您的醫生、醫療專業人員或藥師。這包括任何未列舉
於本說明書的副作用。
5. 如何保存Zutectra
放置於小孩的視線以外和拿不到的地方。

溶液的顏色從透明的到淺黃色或淺棕色。如果溶液是混濁的或有微粒，則不要使
用該溶液。
本藥品必定不能和其他藥品混合。

注射前：
1.
洗手。重要的是使您的雙手和所使用的物品是盡可能乾淨的。

冷藏保存和運送(攝氏2-8度)。不要冷凍。將容器放在外盒內以避免接觸到光線。
溶液在打開注射器後應立即施打。

3.

如果您發現溶液是混濁的或有微粒，則不要使用Zutectra。
任何未使用過的藥品或廢棄物應依據當地法令要求加以處置。一旦注射完畢，所有針、
注射器和空玻璃瓶應毫無遲延地立即棄置於所提供之尖銳物品專用的容器內。
6. 包裝內容物及其他資訊
Zutectra內容物
Zutectra的活性物質是500國際單位/毫升人體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Zutectra含有150毫克/毫升人體血漿蛋白質，其中至少96％是IgG，而IgA的最高含
量是6,000微克/毫升。
其他成分是甘胺酸和注射用水。

4.

準備注射前，先決定您要注射的部位。您應該將 Zutectra 注射到皮膚和肌肉之間
的脂肪層(約在皮下 8 到 12 公厘)。注射的最佳部位是的鬆軟皮膚，例如在腹部、
手臂、大腿或臀部、並遠離關節、神經、骨頭。
重要訊息: 不要注射於任何您能感覺到的腫塊、硬節、疼痛或變色、缺口、有疙
瘩的部位、或破皮的地方。請和醫師或醫療專業人士討論這些或任何其他您所發
現的不尋常狀況。每次注射時，您應該輪換注射部位。如果某些部位，您很難碰
觸到，您可能需要一位照護者來幫您注射。

-

-

一支1毫升Zutectra預充式注射器含有500國際單位。
Zutectra是以每五支預充式注射器放入一罩板包裝內的包裝方式供應。

製造廠及包裝廠：Biotest AG
廠 址：Landsteinerstrasse 5, D-63303 Dreieich, Germany
充填廠：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Co.KG
廠 址：Schützenstrasse 87 and 99-101 D-88212 Ravensburg Germany
本說明書修訂日期 : 05/2018

5.

從外包裝拿出注射器。
仔細檢查溶液。它應該是透明
且沒有粒子的。溶液變色、 混
濁或含有粒子，請將其丟棄，
並重新拿一支注射器。
將注射器保護蓋移除
將針從無菌袋拿出來，並將其
套在注射器上。

除去任何在注射器內的氣泡。

3.在消毒部位附近將皮膚輕輕捏起(將它往上提一點)，以45到90度角迅速且準確地將針
插入皮膚中。依照醫師或護士所示範的方式，將藥品注入皮下。

4.輕輕地推動柱塞以注入溶液。給您自己充裕的時間將整個溶液注入直到注射器是空
的為止。

5.然後將針立即拔出，並將捏起的皮膚放開。

以針向上的方式握住注射器。
用指尖輕敲注射器使空氣集中
在頂端。小心地推動柱塞直到
氣泡消失為止。
丟棄所有使用過的物品
一旦完成注射，確認將所有的針和空玻璃容器丟入尖銳物品專用的容器內。

注射時：
選擇您要注射的部位，並將其記錄在日記中。

7. 如何由您自己或醫護人員注射Zutectra
下面的說明是為了解釋如何注射Zutectra。請仔細閱讀說明書，並按照它們一步一步來
執行。醫師或他/她的助手會教您注射的程序。

腹部：不要注射在肚臍附近一英吋內的部位，避開皮帶穿戴
部份因為摩擦可能會使注射部位疼痛。避開手術疤痕處。如
果您自己注射的話，這可能是最容易的部位。

直到您確定您了解如何準備注射液和給予注射之前，不要試圖注射Zutectra。

大腿：使用您可以捏起組織，中間靠外邊的區域。越接近臀
部和越遠離膝蓋處，很可能有較多的脂肪組織。

一般資訊：
不要讓孩子拿到注射器和廢棄物，可能的話，請將其上鎖。
試著在每天同一時間注射。這樣比較容易記得。
總要重複檢查劑量。
使用前必須將溶液回溫至室溫。
只有在準備好注射時才打開注射器。打開注射器後，應立即施打。

2.將欲注射區域以酒精棉片擦拭。讓皮膚風乾。

6.用酒精棉片以畫圓方式擦拭注射部位，以清潔之。
-

1.

下圖所顯示的是在大腿注射的例子：

準備 Zutectra 注射器：

Zutectra的外觀和包裝的內容物
Zutectra是預充式注射器內注射用的溶液(500國際單位/毫升－包裝方式為五支放入一
罩板包裝內)。溶液的顏色從透明的到淺黃色或淺棕色。

國外許可證持有者及 Batch Releaser
Biotest Pharma GmbH
Landsteinerstrasse 5
D-63303 Dreieich
Germany

改變注射部位（輪換）是很重要的。這有助於保持皮膚柔軟，並幫助藥品被平均地吸
收。輪換部位是指從一個部位開始，在返回到第一個使用的部位之前，使用了所有其
他的部位。然後再次開始輪換。保持您最後一次注射的紀錄，對於避免發生問題是有
益的。

2.

事先擺放好您所需要的所有東西。找一塊乾淨的地方，您可以將所有您要使用的
物品攤開：
兩個酒精棉片、
一支 Zutectra 注射器、
一支適用於皮下注射的針。
請注意，酒精棉片和針不包含在盒內，您需要自行準備。

超過外包裝和注射器的標示所載明的有效期限後，不要使用本品。

臀部：使用您能捏起組織的任何區域。您很難自己在這個部
位注射。試著站在鏡子前定位，或是請您的看護為您注射。

手臂：應該使用上臂的背面。如果您自己使用這個部位，那
是很難捏起組織並注入Zutectra。如果您選擇自己注射您的手
臂，試著將您的上臂放在椅背上或將它撐在牆上以捏起組
織。如果您確實需要幫助的話，對他人而言，使用本部位是
極為簡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