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猴痘口服抗病毒藥物TPOXX® (tecovirimat) 使用方案 
 

 

 

一、前言 

111年9 月7日版 

為因應猴痘病患治療需求，疾病管制署依專家建議儲備猴痘抗病毒藥物

TPOXX® (tecovirimat)，為利該藥物之管理及使用，爰規劃訂定本使用方

案。 

二、使用對象 

符合疾病管制署公布猴痘確定病例定義且具下列情形之一，並經醫師評估

及病患或代理人同意使用者。 

(一) 猴痘重症患者，臨床表現包括出血性疾病、融合型皮膚病灶、敗

血症、腦炎等。 

(二) 其他經疾病管制署同意使用之特殊情形。 

三、 藥物簡介 

(一) 本藥物係由美國SIGA Technologies,Inc 藥廠供應之口服抗病毒藥物。歐洲

藥品管理局(EMA)已核准使用於治療正痘病毒屬之天花、猴痘及牛

痘，同時也可用於治療因接種天花疫苗而產生的併發症；美國食品藥

物管理局 (FDA)核准使用於治療天花，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CDC)因應猴痘疫情，專案核可使用於猴痘治療，目前尚未取得我

國藥物許可證，以專案進口方式採購儲備。 

(二) 適用對象為成人或體重13公斤以上之兒童；本藥物無特殊禁忌症，惟

與repaglinide共同使用可能導致低血糖，詳細使用方法及副作用等資

料，請參閱使用說明(如附件一)。 

四、 配置點：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五、使用流程 

(一) 醫院出現經醫師評估符合使用本藥物之對象，並取得該患者或代理人用藥

同意書（如附件二）後，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三）傳真轄區疾病管制署

各區管制中心申請。 

(二) 經轄區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指揮官審核同意使用後，由疾病管制署各區

管制中心出貨予醫院使用。 

(三)  院所需將核撥/出貨藥物所需作業時間，自行斟酌納入考量。 

(四) 使用之醫師需協助填寫「使用紀錄表」（如附件四），如有不良反應亦

需至全國藥物不良反應通報系統(https://adr.fda.gov.tw/)進行通報並下載

該表單，一併傳真轄區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五) 有關申請使用流程圖如附件五。 

六、藥劑使用回報：由各區管制中心負責於「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回報使用

資料。 

七、藥物配送及調度管理： 

(一) 若部分區管制中心之藥物已用罄，則由疾病管制署整備組協調調度分配； 

(二) 醫療院所調劑後之剩餘量應全數退回至轄區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並由

區管制中心負責保管。

https://adr.fda.gov.tw/


附件一

猴痘(monkeyPox)患 者9台療使用口服抗病毒藥牛勿

下POXX(teε ovihrnat)膠 囊用藥說日月

藥品授權使用說明

本項藥品為經歐洲藥品管理局lEMA)核准使用於 9台療正痘病毒屬之天花 、

猴痘及牛痘 ,亦可用於9台療因接種天花疫苗產生的併發症 ;美國食品藥物

管理局(FDA)核 准使用於治療天花 ．美國疾病管帶ll與 預防中心(CDC)專案

核可 1吏用於 9台 療因猴痘病羲感染惡化為重症或有重症危險因子之高風險

患者 ,以降低死亡機率 。我國衛生福不ll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於今年 7月

13日 同意依據藥事法第冷8條之 2規定 ．核准本項藥品專案輸入 。

二 、 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專案進口藥品之注意事項

(一)本項藥品尚未經衛生福利部核准上市 ,請相關醫療院所在使用時．必

須加強對藥品之不良反應監視及通報 ,若經發現 ,請立即通知全國藥

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https:〃

一

eu〢 .cc/kEVDoG),以保障病人權益。

(二)為確保病人知情同意．藥品使用前應先向病人清楚說明與告知 ,並取

得病人同意書備查．Jl佳若情河緊急無法取得病人同意日寺!應註明於病

歷 ．以供查考 。

(三)本藥品無衛生福不ll部藥品許可證 ,不適用藥害救濟法。

藥品仿單

藥品中文翻譯版仿單詳如附件 1,原文｛方單詳如附件 2,中文翻譯版｛方單

僅供參考 。若您需要更夕夕資訊 ,請參訪原廠官方網站 www.S︳ GA.corn． 更

多防疫訊息 ,請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s:〃 reu〢 .ㄑ二c/HεV擦Dq猴痘

專區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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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文翻譯版｛方單

TP。XX-te〔ovirirnat monohydrate母翏囊
∫!GA下echno〡 ogies了 ｜nC.

仿單重點

此處列出之仿單重點未完全包乎舌安全且有效地使用 TPOXX㊣ 時所需之所有資訊 ,請務必參考 下POX
X完整｛方單 。

下POXX(tecovi︻ mat)口 服膠囊

美國初次核准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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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用量

用法用量

成人與體重至少碎0公斤兒童病人之使用劑量 (2.1)

兒童病人與無法香嚥膠囊者之備藥 (2.3)

2021年 11月

2021年 11月

一⋯一——∵
-∵ ⋯﹊̄﹏⋯﹊一————

⋯-﹊ -﹎一⋯⋯﹏
———適應症與用途

⋯一⋯̄⋯﹎一⋯一﹊
——
⋯⋯﹏⋯﹊-‥ -⋯ -⋯ 一一︼⋯一

下P○XX為正痘病毒 VP37套膜蛋白抑制劑 ,適用於治療成人病人與聘重至少 13公斤的兒重天花病
人 。(1:1)

使用限制 :

． 由於適當且具良好對照的實地試驗尚不可行 ,且誘導人類罹患天花疾病以研究藥物有效性為不符
合倫理的 ．因此 ．目前仍無法確認 下POX× 在人體中對天花疾病的治療有效性 。(12)

． 使用免疫丁力能不全動物模型進行之研究發現 下P○×X功效降低 ,因 此 ,針對免疫功能不全病人使
用 下POXX時 ,其功效亦可非降低 。(12)

用法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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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吃完中度或高毋旨肪正餐後 30分鐘內服用下POXX。 (2.1‵ 2.2)

．成人 :與體重至少猝0公斤之兒童病人 (2.1)

一碎0 ㄙ́̀斤至未滿 120公斤 :每 日兩次 600rn9下 POXX共 1碎 日
-120公斤以上 :每日三次 600rng下 POXX共 1冷 日

● 13 ㄙ́\斤以上兒童病人與無法吞曣膠囊者 (2.2、 2.3):
-13公斤至未滿 25公斤 :每 日兩次 200mg了 POXX共 1猝 日

╮25公斤至未滿 40公斤 :每 日兩次裨00rn9丁 P○XX共 1冷 日
一冷0公斤至未滿 120公斤 :每日兩次 600rㄚ╮g下POXX共 1猝 日
-120公斤以上 :每日三次 600mg下 P○XX共 1冷 日

膠囊 :200rn9。 (3)

劑型與含量一



禁忌症

無 (猝 )

警語和注意事項

低血糖 :與 repag︳ inido合併使用可能導致低血糖 ,應於合併用藥期間監測血糖與低血糖痺狀。(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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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人受試者的常見不良反應 (≧ 2°/。 )為頭痛 、噁心 、腹痛和嘔日土。(6.1)

若發生嚴重不良反應 ,請立即通知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http車 :〃 reur︳ .cc/kEVDoG),以保

障病人權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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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台 療前與洽療期間 :請詳閱完整仿單內容 ,瞭解潛在藥物交互作用 。(5.1‵ 7、 12.3)

請詳閱第 17節之病人說日月書不ll美國FDA核可之病人使用說日月。     更新於 :2021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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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仿單

1 適應症 與用途

1.1 治療人類天花疾病

TPOXX㊣ 適用於成人與體重至少 13公斤的兒重病人 ．9台療因天花病毒 (vaho︳ avirus)引起

之人類天花疾病 。

1.2 使用限制

由於適當且具良好對照的實地試驗尚不可行 ,且在人體引發天花疾病以研究藥物功效是不符合

倫｝里的 ,因此 ,目 前仍無法確認 下POXX在治療人體中天花疾病的有效性 〔見臨床試驗 (1

碎)︳ 。

使用免疫功能不全動牛勿模型進行之研究發現 下POXX功效降低 ．因此 ,針對免疫功能不全病人

使用下POXX時 ．其功效亦可有旨降低 。

2 用法用量

2.1 成人與體重至少猝0公斤之兒重病人

下POXX用溶成人與體重至少冷0公斤兒童病人之建議劑量列於表1。 應口服該劑量1瑋 日 ．且應

於吃完含有中等或高脂肪之正餐後 30分鐘內服用下PΘXXr舅筋床藥留學 r】2J9ˊ 。

表 1:成人與體重至少 猝0公斤之兒重病人建議劑量

2.2 兒重病人劑量

下POXX用於兒童之建議劑量為依照體重 ．從 13 ㄙ́̀斤開始之劑量列於表 1。 應口服該劑暈 1冷 日

且應於吃完含有中等或高毋旨肪之正餐後30分鐘內服用下PO〤Xr見臨床藥理學 r∠2J9ˊ 。

2.3 針對兒重與無法香嚥膠囊者之備藥

小心地打開下POXX膠囊 ,將所有內容物與 30mL液體 (例如 :牛奶 、巧克力牛奶 )或軟質食

物 (例如 :蘋果醬 、優才各)混合 ,並應於混合後 30分鐘內服用完所有混合物 。

碎

體 重 劑量 膠襄數量

η0公斤至未滿 120 ㄙ́̀斤 每日兩次 600m9 每日兩次 3顆膠囊

120公斤以上 每日三次 600rn 9 每日三次 3顆膠囊



體 重 劑量 膠囊數量 藥物一食物準備

13公斤至未滿 25

公斤

每日兩次 20

0rng

每日兩次 1顆膠囊

之內容物

將 1顆 下P○XX膠囊內容物與 30mL
液體或軟質食物混合 。

服用完所有混合物 。

25公斤至未滿 猝0

公斤

每日兩次 η0

0m9
每日兩次 2顆膠囊

之內容物

將 2顆 下POXX膠囊內容物與 30mL
液體或軟質食物混合 。

服用完所有混合物 。

↑0 ㄙ́̀斤至未滿 抸 o

公斤

每日兩次 60

om9
每日兩次 3顆膠囊

之內容物

將 3顆 下POXX膠囊內容物與 30mL
液體或軟質食牛勿混合 。

服用完所有混合井勿。

120公斤以上
每日三次 60

0m9
每日三次 3顆膠囊

之內容物

將 3顆 下POXX膠囊內容物與 30m└

液體或軟質食物混合 。

服用完所有混合物 。

表 2:兒童與成人建議劑量和備藥說明

3 劑型與 含量

下POXX膠囊為硬明膠 、包含橘色不透明膠囊主體 ,表側以白色墨水印刷 「∫︳GA」 字樣 、∫｜GA
商標和 「㊣」 ．以及黑色不透日月膠蘘蓋 ,表側以白色墨水印刷 「S下 -2猝 6Θ 」 ,膠囊中裝有白色

至米白色粉末 。每顆膠囊含有 200r了╮9teCovi「 ︳rnat。

冷 禁忌症

鈺 三
。

5 警語和注意事項

5.1  與 RePag︳ inide併用時可能導致｛氐Illl卄唐

合併使用 r申 a9︳ inide不日teCovirimat可 能導致輕微至中度低血糖 ,因此應於併用下P○XX與 r

epa9｜ inide期 間監測血糖不日低血糖症狀 r虎像翗豬巨豹街留 r/� 初觴宏藥留學 r上2J9ˊ 。

在一項藥物交互作用研究中 ．30名健康受試者中 ,有 10人於併用 repa9︳ inide(2rng)和 下
POXX後 ,發生輕度 (6人 )或中度 (碎 人)低血糖 ,而所有受試者的症狀皆於進食和 /或口

服葡萄糖後緩解 。

6 不 良反應

6.1 臨┌木試驗結果

、

J



由於各項臨床試驗幸丸行時的條件有廣泛的差異 ．因此某藥物在臨床試驗中觀察至心的不良反應發

生率不能與另一種藥物在臨床試驗中的發生率直接進行比較 ,並可能無法反映臨床實務中觀察

到白勺吾差生三每。

目前尚未於天花病人研究 下POXX的安全性 。

在一項第3期 臨床言式驗中 ．針對 359名 18至 99歲健康成人受試者評｛古下POXX的安全性 。在

使用至少一次 600rn9下POXX劑量的受試者中 ,59°/° 為女性 ‵69°/o為 白人 ‵28°/° 為黑人 /

非裔美國人 、1°/° 為亞洲人 、12°/o為西王1工 牙裔或拉丁裔 ．並有 10°/。 的受試者為 65歲以上 。3

59名 受試者中 ,有 336名 受試者在每日兩次 600rng下
。
oXX共 1可 日療程中接受了28劑中的

至少23劑 。

最常通報之不良反應

最常通報的不良反應為頭痛和噁心 。在下P○X×治療組中至少有 2°/o受試者發生的不良反應列於

表 3。

表 3:≧ 2°/° 接受至少一劑 600mg下POXX的健康成人受試者通報發生之不良反應

a包
乎舌腹痛 ‵上腹痛 、腹脹 、腹部不適 、下腹痛 、胃上部痛 (epigastricpain)

造成 下P○XX停藥之不良反應

有6名受試者 (2°/° )因不良反應而停止下P○XX治療．每位受試者的不良反應(與嚴重程度 )

詳列如下 :

．
腦電圖變化 ,不正常

．
輕微冒部不適 、口乾 、注意力降低與煩躁不安

．
輕微噁心不ll發 燒 、中度腹瀉 、嚴重頭痛

．
輕微可觸摸到的紫王去l

． 輕微噁心 、發燒和發冷

．
輕微臉部發紅 、臉部月重脹不日搔癢

b

不良反應 TPOXX600mg

N=359
(°/。 )

安慰劑

N=90
(°/。 )

頭痛 12 8

噁心 5 碎

腹痛
a 2 1

嘔日土 2 0



較不常見的不良反應

<2°/。 暴露於 下POXX的受試者曾通報發生

反應如下 :

且發生率高於接受安慰劑之受言式者的臨ㄏ木顯著不良

． 腸胃道 :口 乾 、嘴唇乾裂 、消化不良 、隔竊 、口腔感覺異常

．
全身與給藥部位 :發燒 、疼痛 、發冷 、不適 、口渴

． 檢查 :腦電圖異常 、血容比降低 、血色素降低 ∴́小率壇加

● 肌肉骨骼與結締組織 :關節痛 ‵骨關節炎

． 神經系統 :偏頭痛 、注意力障礙 ∴味覺障礙 、感覺異常

． 精神 :憂鬱 、煩躁不安 、易怒 、恐慌發作

．
呼吸 、胸腔與縱膈異常 :口 田因疼痛

．
皮膚與皮下組織 :可觸摸到的紫斑 、紅疹 、發癢性紅疹 ‵臉部發紅 ‵臉部毋重脹 、搔癢

7 藥物交互 作用

7.1 下POXX對其他藥物的影響

下eCOviㄇ mat是一種弱效的細胞色素 P猝 50(CYP)3A誘導劑 ,以及弱效的 CYP2〔8和 CYP2C19
乎lΠ 制劑 。然而 ．基於食互作用的程度以及 下POXX治療的持續時間 ,因 此不預期 tecovirimat

對前述酵素的大部分受質造成具臨床相關性的影響 。針對挑選出的敏感性受質之臨ㄏ木建議歹U於

表 4。

7.2 已確立的藥物交互作用

表 碎為已確立或顯著的藥物交互作用列表 r房警語和注唐華填 r兒 9以及臨床藥理學 r】宓

J9ˊ 。

表 冷:顯著的藥物交互作用

併用藥物類月ll:

藥物名稱

對濃度之影響
a

臨床影響 /建議

降血糖藥物

Repag｜ inideb ↑ rePa9〡inide 合併使用下POXX與 repag｜ 〡nide時 ,應監

測病人之血糖不日低血糖症狀 r舅謺言吾不毌注

暮期 r互上9ˊ 。

中樞神經抑制劑

Midazo｜ amb ↓ r丫╮idaZo︳ arn 監測 midazo〡am有效性 。

7



a 
↓二降低 , ↑ =升高

b這
些交互作用已於健康成人進行研究 。

7.3 與 下POXX無臨床顯著交互作用的藥物

依據一項藥物交互作用研究結果 ,下 P。XX與 bupropion‵ 刊urbiprofen、 或
。
meprazo｜ e合

併使用時．未觀察到臨床顯著藥物交互作用 r見臨床藥理學 r夕 J9ˊ 。

7.冷 疫苗交互作用

未曾針對人類受試者進行疫苗一藥物交互作用研究 。某些動物研究指出 ,接種活性天花疫苗

(牛痘病毒 )時 ,若 同時併用 下POXX,可能減少對疫苗產生的免疫反應 。未知止匕交互作用對

疫苗功效的臨床影響 。

8 特歹朱族君羊使用

8.1 懷孕

風險總結

由於未曾針對懷孕婦女進行適當且具良好對照的試驗 ;因此 ,目 前仍無水類數據確定｛吏用或不

使用下POXX的相關風險 。

在動牛勿生殖研究中 ,於小鼠器官形成期 ．使小鼠暴露於高於人體建議劑量 (RHD)至多 23倍

的 teco切向mat暴露量 (曲線下面積 〔AUC︳ )後 !未觀察至心胚胎 一胎兒發育毒性 。而針對免

子 ,於器官形成期暴露於低於人體建議劑量的 te〔ovihrnat暴 露量 (曲線
一

面積 )後 ．亦未觀

察至心胚胎 一胎兒發育毒性 。在一項小鼠產前 /產後發育研究中 ,母體暴露於高於人體建議劑量

至多 2再 倍的 tecovi而 at暴露 軟 曲線下面積 )後 ,亦未觀察到毒性 r見數據 9。

尚未知於特定族君羊中的重大出生缺陷不ㄖ流產的背景風險 。在美國一般人君羊,臨床確認的懷孕中 ,

重大出生缺陷不ㄖ流產的估計背景風險分別為 2┤°
/° 與 15-20°/o。

數據

易 ㄢ 鏐 ㄌ 寠 佐 硥 茅 ′

於懷孕小鼠孕期第 6-15日 口服給予 te〔 oviㄇ rㄚ╮at,劑量最高為 1了000rn9/k9/φ ay一 直至 1＿ 00

0叩 9/kg/day(約 高於 23倍人體建議劑量的暴露量 )il乃未觀察至U胚胎一胎兒毒性。

於懷孕兔子孕期第 6-19日 口服給予 teε ovi〢 rΥ╮at,劑量最高為 100rn9/kg/day． 直至 100rn

9/kg/由y(0.冷 倍人體建議劑量的暴露量 ),l乃未觀察到胚胎一胎兒毒性 。

在產前/產後發育研究中．於懷孕小鼠孕期第 6日至產後第 20日 !口 服給予 tecoviㄇ mat,

劑量最高為 1了 000m。 /kg/day,直至 1J000mg/kg/day(約 高於 2猝 倍人體建議劑量的暴露

量 ),｛乃未觀察至U毒性 。

8



﹁

｜
｜

8.2  田甫孚L

風險總結

未曾有數據可供言平｛古下POX× 對乳汁
ˊ
刀
ㄟ
泌的影響 、藥物是否出現於人類乳汁中 ．和 /或對哺乳

豫里一的影響 。對泌乳小鼠給了,tecbvirimat時 ．乳汁中有出現 tdcovirirnatr見數據 9。 需考
量Π南乳對發育不日健康的益處 、母親對下POXX的 臨床需求 、以及下P○XX或母體身體狀況對哺乳
孩重的任何潛在不良影響 。

數據

在一項哺乳研究中 ．針對ㄖ甫乳中的小鼠 ．於泌乳的第 10或 11日 口服給予 teε ovi︻ rna｛ ．劑量
最高為 1′000mg/k9/仍y,在第 6與第 2猝 小時觀察到最高約0.8的 tecovi〢 rnat平均乳汁 -

血漿比｛歹l。

8.3 具生育可能的女性與男性

不孕

下e〔 oVi︻mat對人類女性不〔l男性生殖能力的影響目前1乃無資料 。在雄性小鼠中觀察到因睪丸毒
性而導取生育力下降 r虎埸年臨床毒理學 r上二】9ˊ 。

8.冷  兒重

如同成人 ,目 前 下POX× 於兒童病人的有效性 ．完全是基於正痘病毒疾病於動物模型的功效研

究 。由於在沒有直接臨床益處的情況下將健康兒童受試者暴露於 下POXX是不符合倫理的 ．因

此使用藥物動力學模擬方式 ．導出預計提供兒童病人相當於成人接受每日兩次 600mg下 P○ X
×的用藥劑量療程 。兒童病人的劑量為依照體重給予 r見用9去用量 r2翏 9安臨床藥理學 r2
J9ˊ ↑

8.5 老年人

下P○XX臨ㄏ木試驗未納入足夠人數的 65穢以上受試者 ．無法確認 下POXX於此族君羊之安全性才既

況是否與較年輕的參與者相異。在下POXX臨床試驗的 3ㄎ9名黑試者中．有 l0o/° (36/359)
為65歲以上．並有 1°/° (碎/359)為 75歲以上。不需針對65歲以上病人調整劑量。r舅臨床
柔臸雪←第r∠ΣJ9ˊ 。

8.6 賢功能不全

輕度 、中度或嚴重腎臟功能不全病人或需進行血液透析的末期腎疾病 (E∫RD)病人不需調整

9

齊!量 r舅協菞耗鯬理耳瘖鋆r上ΣJ9ˊ 。



8.7  毋干功能不全

輕度 、中度或嚴重肝臟功能不全病人 (Chi｜dPu9hA‵ B或 C級 )不需調整劑量 r舅臨床藥理

學 r上2J9ˊ 。

10過量

未曾有 下POXX劑量過量之臨床經驗 。劑量過量日寺,應監測病人是否出現任何不良影響之症狀

或徵象 。血液透析無法顯著移除過量病人體內之下P○ XX。

11言兌明

下P○×X(t乩 ovi〢 叩at)是一種正痘病毒 (orthopo× vir必 )VP37套膜勻巳裏蛋白抑制劑 。下PO．

X〤 為口服用立即釋放膠囊 ．含有tecoviㄇ rnat monohydrate,相 當於 200rY� 9teㄈovihmat。

下POXX的 橘色膠囊主體表側以白色墨水印刷 「∫｜GA」 字樣 、∫｜GA商標不日「㊣」 ．而黑色膠

囊蓋表側則以白色墨水印刷 「∫ㄒ-2碎 6㊣ 」 。膠囊中含有下列非活性成分 :co｜ ｜oi仍︳Si︳ iCOndio

×ide、 cros廷 arrne︳｜oSe∫ OdiurΥ╮‵hydro× yproPy〡 rnethy｜ ce〡｜u｜ ose、 ︳acto6emonohydrate‵

magne∫ ium∫ tearate、 rniCrOC呼 sta︳ 〡inece｜ ｜u｜ ose和 6odiurn︳ aury︳ εu︳fate。 毋翏囊殼成分為

明膠 、FD&C藍色 1號 、FD&C紅色 3號 、FD&C黃色 6號與二氧化鈦 。

下eε ov〡ㄇmat rnonohydrate為 白色至米白色結昂固體 ,化學名稱為 BenzarΥ╮ide了 N￣〔(乩用碎用猝

a用 5a瓦 6互 6a句 一 3了 3aJ冷 了冷 a了 5了 5a‘ 6J6a-OCtahydro-1了 3￣ dioxo-冷 ,6ethen0廷 yc｜ oProp〔 flisoindo︳ 一

2(1H)一 y︳ I-冷
-(tri刊 uoroη ethy︳ ),re｜

-(monohydrate)． 化學式為ㄈ19H心 孔N2○ 3． H2O． 分子量為

39冷.35g/rn o└ 。其分子結構如下圖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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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eCo切 rirnat rnonOhydrate幾 乎不溶於水 ．pH值範圍為 2:0-6.5(<0.1rΥ╮9/mL)。

12臨床藥理學

12.1作用機轉

下e怎 OVirirnat是抗天花病毒的抗病毒藥 1勿 r舅微生物學 r上Σㄔ9ˊ 。

上0



〡 12.2藥 效學

心臟電生理學

在下P○XX的預期洽療暴露量下 ,不會將Q下 間隔延長至臨床相關程度。

12.3藥 物動力學

在體靈低於 120 ㄙ́̀斤健康成人使用核准建議劑量下 ,下POX× 的 AUC0﹋ 2冷 hr‵ Cma× 不日Ctau人 rou9h

的平均穩定狀葾值分別為 29816hr． n」/rΥ╮L(n.CV:↑ 3了 3裨
°
/。 )ˋ 2159ng/rY╮ L(n｝ CV:冷 6了 32

°
/° )不日8冷 5n9/mL(n了 cv:冷 5】 冷7°/。 )。 下eCOviㄇ rnat於 第6日 達到穩定狀態AUC。 請參考表
5之 tecovirirㄚ╮at藥牛勿動力學參數。

表 5:下ecovi山 mat藥物動力學特性

a與
食牛勿一同服藥之數1直 。

b平
均全身性暴露之數｛直(AUC2令 hr)° 餐食 :p600kc占 〡、⋯259毋旨肪 。

c下
e〔ovihmat藉由醯毋安鍵水解與葡萄糖醛酸化作用進行代謝 ,於血漿中測得下歹ll非活性代謝物 :M

冷 (N-｛ 3了 5一 dio× o一 牛 aZatetracyc｜ o〔 5.3.2.0｛ 2了

。

｝．
0｛

φ
J!0｝ ︳

dodec-11-en一 牛 y〡
｝
amine)、 M5(3.5dio×

o-4-an╮ inotetra怎 yㄈ〡o〔 5.3.2.0｛ 2了 6｝．0｛ 8.10｝︳dodeㄈ-11-end),具巨下FMBA(冷 (trif｜ uoromethy｜ )ben
zoicacid)。

d尿
首二磷酸 (UDP)-葡萄糖醛酸首轉移酉每(UG下 )酵素酵素

et1/2｛直為平均末端血漿半衰期 。
f質量平衡試驗中給予單次劑量〔

“q＿ te妅0Vihrㄚ╮at。

下ma× (h)a

食物之影響 (相較於空腹 )● ↑39°/°

與人類上lll漿 蛋白之結合百分比 77︺ 82

血液對血漿比例 (藥物或藥物相關物質 ) 0.62-0.90

分布量 (Vz/F． L) 1030

｛弋言射

代謝途徑
ㄈ

列<角翠、UG下1Ald、 UG下1A4

排 除

主要排除途徑 ｛弋言射

清除率 (CL/F,L/hr) 31

t1/2(h尸 20

排泄入尿液之劑量百分比
下 73,主要為代謝物

排泄入糞便之劑量百分比
f 23,主要為 tecoviㄇ rnat

ll



比較動物和人類藥物動力學數據 ,以作為有效人類劑量選定之支持證據

由於無法在人體中測言式下POXX的有效性 ,為了支持每日兩次600rngteCOvirimat治 療人類天

花疾病的療程 ．因此有必要於療效試驗中比較健康人類受試者與感染正痘病毒動物模型 (感染

猴痘病毒的非人靈長類與感染兔痘病毒的免子 )達到的 tecovihrnat暴露量 。相較於前述盞l〕 物

模型的治療暴露量 ,人類使用每日兩次 600mgtecoviㄇ mat後 ．達到更高的全身性暴露量 (A

VCˋ Cma× 宴迢Cmin) 。

特殊族君羊                      ．

未觀察至j年齡∴性別、種族、腎功能不全 (依據估算的GFR)或肝功能不全 (Ch〡｜dPu9hSc

ore耳 Aˋ B或 C)在 tecovirimat藥 物重lJ力學上的臨ㄏ木顯著差異。使用每日兩次600m9劑量

時 ,相較於體重不到120公斤的成人受試者 ．120公斤以上成人受試者的 tecoviㄇ rnat暴露量

降低 。具體來說 ,在 3冷 名體重 120公斤以上且每日接受兩次 600m9下 POXX的成人受言式者

中 ．觀察到的 AUC0＿ 2ㄔ hr、 Cma〤 與 Ctr° ugh平 均穩定狀態值分別為 19500hr． ng/mL(CV:23
°
/。 ) 、1300n9/mL(CV:29°/o)不日585n9/rnL(CV:31°/o) 。

完堻跢彭入

未蘴針對兒重病人言平估 下POXX藥物重ll力 學 。依據族群藥物冀lJ力 學建模不日模擬方式 ,兒童的建

議劑量預期能夠產生相當於成人受試者的 tecoⅥㄇ㏑at暴露量 r見用9去用鞷 u29和特殊族君半

虔枋9ra彳 9ˊ 。

藥物交互作用研究

下eCOviㄇ mat剴併用藥物暴露量之影響詳列於表 6。

表 6:藥物交互作用 一使用 了POXX時 ,併用藥牛勿之藥物動力學參數變化
a

a所
有藥物交互作用研究皆針對健康自願者 ．且每 日使用兩次 600rΥ╮9teCovirirnat。

b比
較基於使用 刊urbiprofen十 0rΥ╮eprazo｜ e十 rnidazo︳ arn時之暴露量 。

12

併用藥物 併用藥物劑量 (mg) N 使用 /不使用 下POXX時 ,併

用藥物之藥物動力學平均比例

(90°/° 信賴區間 )

無莊彭謽翣=1.00

Cma〤 AUC油 f

F｜ urbiProfen十 0rΥ�epr

aZo︳ e十 rㄇ ida2o｜ ar了╮
b

單次劑量 orΥ╮epraZo｜ e20 24 1:87

(1.51,2.31)

1.73

(1.36J2.1勁

單次劑量 rnida2o｜ arΥ╮2 o61

(0.5冷,0.68)

0.68

(0.63︳ 0.73)

Repa9〡 inide 單次劑量 2 30 1.27

(1.12,1.冷猝)

1.29

(1． 19了 1．猝0)

Bupropion 單次劑量 150 2冷 0.86

(0.79.0.93)

o.8碎

(0.78｝ 0.89)



下列藥物與 te怎 0Viㄇ mat併用時 !未觀察到藥物動力學變化 :Π urbiProfen。

細胞色素 Pη 50(怎YP)酵素 :下 eㄈ ovirimat是 一種弱效的 CYP2C8與 CYP2C19抑制劑 ,以及
弱效 CYP3Aη 誘導劑 ,不是 CYP2B6或 C▼P2C9的抑制劑或誘導劑 。

尚未進一步進衕筋 叨伐潛在藥物交互作用虧●軂外試驗

系田胞色素酵素〔 yη唐孝素 .． 下eCOvirirnat不 是 CYPlA2、 CYP2D6、 CYP2E1或 CYP3A碎 的抑制
齊U． 寸L不↓是CYPlA2白勺言秀導齊j。 下eCOvirimat不↓君CYPlA2、 CYP2B6、 (二YP2C8、 〔YP2C9、
(二YP2C19、 CYP2D6二班CYP3A碎 白勺長狂筆 ?

万當二磷齡葡萄糖醛酸甾轉移醯 r仗π9酵素 .． 下eCovirir了╮at為 UG下1A1和 UG下 1A碎 之受質 。

運輸系務 .． 下eco切ㄇmat於麷外乎lΠ制乳癌抗藥性蛋白 (BCRP)。

下eC○ virimat並 非 P一醣蛋白 (P一 gp)、 有機陰離子運輸多月太1B1和 1B3(oA下 PlB1和 ○A下

PlB3)、 有機陰離子運輸蛋白 1(OA下 1)‵ OA下 3與有機陽離子運輸蛋白2(O〔下2)的抑制
劑 。下φ〔ovirimjt也 不是 P-9p、 BCRP、 OA下 PlB1與 ○A下PlB3的受質 。

12.碎  微生牛勿學

作用機轉

了e怎○Virirnat以 正痘病毒 VP37蛋 白 (正痘病毒屬所有成員皆可編碼並高度保留 VP37蛋 白 )

為目標並抑制其活性 ．且阻斷其與 Rab9G下PaSe和 下︳P碎7之交互作用 ．進而防止有能力出膜
的被膜病毒體 (e9re必 COmpetentenve｜ opedvirion)產生 ,而言亥被膜病毒體是病毒進行細

胞至細胞和長範圍傳播時的必要因子 。

於系田胞土音香中產生的作用

細胞培養言式驗中 ．針對天花 、猴痘 、免痘和牛痘病毒 ,使病毒言秀導之細胞病變作用減少50°/°

(EC50)的 tecovirimat有 效濃度分別為 0.016-0.067uM、 0.01冷-0.039uM內 .015HM不日
0.009uM° 天花和猴痘病毒的有效濃度範圍分別來自多個病毒才朱言式驗結果 。

下eCOvirirnat不 llbrinε idofovir對 正痘病毒的非拮抗性抗病毒作用已於細胞培養和動物模型中

顯示 。

抗藥性

目前未有已知的正痘病毒自然產生 teㄈ oviㄇ mat抗藥性之案 1歹l,｛旦｛乃有可能藉由藥物選擇使病

毒產生對 tecovirimat的 抗藥性對 。下eCoviㄇ 叩at的抗藥性障礙相對低 ,且目標 VP37蛋 白中

的某些胺基酸取代可能導致 teεovirimat的 抗病毒作用大幅下降 。因此 ．對於對治療無反應的

病人或初期對治療有反應而後疾病復發的病人 ,應考量出現 tecovirimat抗藥性的可能性 。

交叉抗藥性

下ecoviriη at和 brinㄈ idofovir具 有不同作用機轉 ．因此預期此兩種藥物不具交叉抗藥性 。經
測試 ,分離出具 cid○ f○vir(brinεidofovir的 活性代謝物 )抗藥↑生的正痘病毒株不具 tecoviri

mat抗藥性 。同樣地 ,分萬佳出貝 tecovirir了╮at抗藥性的正痘病毒株1尸1具有 cidofovir敏感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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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非臨床毒 理學

13.1致癌性 ‵致突變性 、生育力損害

致癌性與致突變性

未曾針對 tecovirimat進 行致癌性研究 。

下ecoviㄇ r了╮at在體夕卜或麷庵唁式驗皆不具基因毒性 ．包括一項細菌回復突變言式驗 、一項使用老鼠

淋巴癌 └5178Y/下 K± 細胞進行的哺乳類致突變性試驗 ,以及一項老鼠貜府儭核試驗 。

生育力損害

在一項小鼠生育力和早期胚胎發育研究中 ．在雌性小嬴的 tecovirirnat暴 露量 (曲線下面積 )

約高於人體建議劑量人體裹露量的 2冷 倍時 ．｛乃未觀察到 tecoviㄇ mat對 ll住性小鼠生育力的影

響 。而針對雄性小鼠 ．當 tecovi山 mat劑量為 1了000rng/㎏ /day時 (約人體建議劑量人體暴

露量的2冷倍 ),觀察至U睪丸毒性 (異常精子百分比增加且精子活動力下降 )相關的雄性生育

力下Π夆。

13.2動物毒理和 /或藥理學

一項針對犬隻進行的重複劑量毒理學研究中 ,有一隻動物在單齊
j量 300「n9/k9tecoviㄇ mat

(依據 Cma× ．約高於人體建議劑量觀察到的最高人體暴露量之 猝倍 )後 ．6/j、 時內發生痙攣

(強直與陣攣 )。

該動物在觀察到痙攣期間的腦電圖 (EEG)結果與癡癇活動相符 。齊j量為 100mg/kg/d●∫e時

(依據 Cmai,相似於人體建議劑量觀察到的最高人體暴露量 )i雖於此劑量未發生痙攣或腦

電圖異常 ,仍觀察到顫抖 ．其被視為非不良性的反應 。

1猝 臨床試驗

總覽

由於適當且具良好對照的實地試驗尚不可行 ,且誘導人類罹患天花疾病以研究藥物功效為不符

合倫理的 ．因此 ．目前仍無法確認
。
P○XX在人體中治療天花疾病的有效性 。因上1匕 ,以下P○XX

治療天花疾病之有效性係依據適當且具良好對照的動物功效言式驗 ．試驗使用了感染非天花正痘

病毒的非人靈長類和免子 。可能無法藉由動物試驗觀察到的存活率預測臨┌木實務中的存活率 。

試驗設計

針對凰染猴痘病毒的食蟹獼猴 (cynomo｜ gusmacaque5)． 以及感染免痘病毒的紐西蘭白兔

(NZ、/V)進行療效試驗 ,主要療效指標為存活率 。在非人靈長類試驗中 ．對食蟹獼猴靜脈注射

5x107噬斑形成單位的猴痘病毒進行攻毒試驗 ;並於攻毒試驗後第碑、5或第 6日 ,開 始每日口

服單季量 10rㄚ╮g/k9te〔 ovihr丫╮at共 1冷 日。而在兔子試驗中 ．對紐西蘭白兔皮下注射 1;000噬

王其工形成單位的免痘病毒進行攻毒試驗 ;並於攻毒試驗後第碎日 ,開始每日口服單劑量猝0rng/k9

l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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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ε ovirimat共 1冷 日 。在這些試驗中 ,開女台使用 tecoviㄇ rnat的 時間黑占．是為了評估動．l勿 出現疾

病臨床症狀 (具體來說是食蟹ll爾猴出現皮膚痘狀病灶和兔子開始發燒 )後開始使用 tecovirirΥ╮at

洽療的功效 。某些動物在攻毒試驗後第 2一3日 即出現明顯臨床徵狀 ｜而所有動物皆於玫毒試驗

後第冷日出現明顯臨床症狀 。在每個模式中皆針對未治療的動物進行平均死亡時間內 3-6次的存

活監測 。

試驗結果

除了試驗後第 6日 開始治療的食蟹獼猴以外 ．相較於安慰劑 ,l吏用 teㄈovihmat洽療 1猝 日的動

物 ,其存活率皆顯著地改善了 (表 7)。

表 7:出現正痘病毒疾病臨床徵狀的食蟹獼猴與紐西蘭白免 ,於 下eCOVi山 mat治療試驗中的存活率

a於
挑戰後第幾日開女台1吏用 tecovirirnat洽 療

bP-值
為與安慰齊世緝比較後 !l吏用單尾 Bos亡 h︳ oo測試 (與 比 rger-Boos 改良 garn ma=0.00000

1)計算而得 。

cteC○vihmat治療動物存活百分比減去安慰劑治療動物存活百分比
d依

據存活率差異統計分數之精確 95。/° 信賴區間
e此

項言式驗未包括安慰劑對照組 。

註 :NA二 不適用

16供應方式 /｛言者存不Il處理

每顆下POXX膠囊含有 200叩 gteco︶ ihrnat。 下POXX膠囊為硬明膠 ,包含橘色不透明舟翏囊主體 ,

表側以白色墨水印刷 「∫｜GA」 字樣 ‵§︳GA商標不ㄖ「Q」 ,以及黑色不透明膠囊蓋 ,表側以白色

墨水印刷 「∫下-2猝 6㊣ 」 ,膠囊中裝有白色至米白色粉末 。每瓶裝有猝2顆膠囊 (NDC50072-20

開始治療
a

存活百分比     ﹉

(存活動物數 /動物總數 )

P-值
b

存活率差異
c

(95°/。 信賴區間 )d

安慰劑 Tecovirirnat

食蟹獼猴

試驗 1 第 冷日 0°/。 (0/7) 80°/。 竹/5) 0.0038 80。/° (20.8°/。,99.5°/o)

言式馬嶺2 第 冷日 0°/。 (0/6) 100°/° (6/6) 0.0002 100°/。 鬥7.1°/°了100°/° )

試驗 3 第 猝日 0°/。 (0/3) 83°/。 仁/6) 0.0151 83°/。 (7.5°/。.99.6。/° )

第 5日 83°/。 仁/6) 0.0151 83o/o(7.5°/。｝996°/° )

第 6日 50°/°
l＿
3/6) 0.1231 50°/° (-283°/。了902°/o)

紐西蘭由兔

言式焉僉猝 90°/o(9/10) <0 90°/。 仁0.3°/°了99． 8°/o)

試驗 5 第 再日 NAe 88。/o(7/8)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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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碎2)． 使用威應封口不ll兒童安全瓶蓋 。

請將膠囊存放於原本的藥瓶 ．賈於 20°C至 25°C;容許溫度範圍為 15°C至 30° C〔 見 U∫P控制

室溫〕。

17病人衛教資訊

用法用量重要資訊

請建議病人依循指示 ,於吃完含有中等或高月旨肪之正餐後 30分鐘內服用 下POXXr舅臨床藥理

學 r上2J9ˊ 。請告知病人 ,應完整服用下P○XX療程 ,不應錯過或跳過一次服藥 r見用9去用量

629ˊ 。

藥物交互作用

請告知病人 ,了POXX可能與其他藥物產生交互作用 。請建議病人告知他們的醫療照護提供者 ,

是否正在使用其他處方藥物。併用下POXX和 rePa9｜ inide可 能導致低血糖 r舅篲語禾Π注意事項

6互上�刀衫留琨t一丕Γ/寫刁rZ29ˊ °

製造商 :

Cata︳ entPharrna∫ o｜ utionS,LLC

1100Enterpri占 eDrive

\lVin〔 he∫ terrKㄚ 40391

經銷商 :

∫〡GA下 eㄈ hno〡 o9ies′ ｜n(:.

冷575SⅥ了ResearChV了 ay

〔oⅣ a｜ 〡i∫了○R9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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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說日月書

下POXX

(tecovirimη t)

膠囊

tPOXX是什麼 ?

下POXX㊣ 是

一

種處方藥物 ,適用於成人病人與體重至少 13公斤的兒童病人 。

下POXX可能對免疫系統衰弱者作用不佳 。

目前僅曾經針對罹患正痘病毒疾病的動物研究 下P○XX的有效性 ,尚未針對罹患天花疾病

的人類進行研究 。目前已針對成人研究 下PO×X的安全性 ,｛日仍未曾針對 17歲以下的兒

重進行研究 。

使用 下POXX之前 ,請向您的醫療照護提供者 ,詳盡告知您所有的醫療狀況 ,包括

是否罹患糖尿病 。

是否正在懷孕或計畫心受孕 。目前仍未瞭解 下P○XX是否會傷害您未出生的寶簣 。若您在 下P

oXX9台療期間懷孕 ,請務必告知您的醫療照護提供者 。

是否正在晡乳或計畫jΠ甫乳 ?目 前仍未瞭解 下POXX是否會進入您的乳汁 。請與您的醫療照

護提供者妥善討論Π甫育孩子的最好方法 。

請告知您的醫療照讙十旱供者 ．所有您正在使用的藥物 ,包括處方藥 非̀處方藥 、維他命不日

車藥補充劑 ,某些藥物可能與 下P○×X產生交互作用 。請詳列您使用的藥物 ,並提供給您

的醫療照護提供者不日藥師 。

．
您可請您的醫療照護提供者或藥師 j提供一份與 下

°
○XX產生交互作用的藥物清單 。

． 開始使用新的藥物之前 、請務必詢問您的醫療照護提供者 。您的醫療照護提供者將幫助

您瞭解併用 下POX× 不日其他藥物是否安全 。

我應該如何服用 了POXX?

請確實依循您的醫療照護提供者之｝旨示 ,正確使用 下POXX。

體重至少 ㄥ0公斤且不超過 120公斤的成人與兒重 ．每 日口服兩次 ．每次 3顆 下POXX膠囊 ．共 1

裨日 。

體重 120公斤以上的成人與兒重 ,每 日口服三次 ,每次 3顆 下P○XX膠囊 ．共 1猝 日 。

應於吃完高尼旨肪正餐後 30分鐘內服用 下POXX。 言青與您的繫療照護提供者討論您可鳶用的弚物

17



(需含 25公克毋旨肪 )。 請務必與食物一起服用 下POXX。

． 有下述情況時 ．請務必依循 下POXX隨 附的 「使用說明 」備藥不ll服藥 :

○ 您的孩子體重未滿 冷0公斤 ．或

o您 或您的孩子難以吞嚥 下POXX膠囊 。

．
請務必於 下

°
○XX9台療期間維持進行您的醫療照護提供者給予的照護 。

． 請勿改變您的劑量或在未與您的醫療照護者討論的情況下停用 下POXX。

． 於 1冷 日療程期間完整服用 下POXX是非常重要的 。請勿錯過或跳過 tPOXX服藥 。

．
如果您服用過量 下P○XX,請立即通知您的醫療照護提供者 ．或立即前往急診室就謈 。

TPOXX可有告出現的副作用有 1毋1些 ?

TPOXX可能導致嚴重副作用 ．包括 :

． 低血糖 。併用下POXX和 repa9︳ inide(洽 療第二型糖尿病的藥品 )時 j可能發生低血糖 。如果

您出現下列任一低llll糖症狀 ,請立即告知您的醫療照護提供者 :

． 頭痛          ． 豆頁暈           ． 虛弱

． 困倦           ∵． 意識混亂         ． ∫́跳快速

． 飢餓          ． 流汗          ． 易怒

． 感覺抖垂lJ或搖晃

下POXX最常見的副作用包乎舌

． 頭痛

． 噁心

下POX× 可能出現其他副作用

． 月复痛

． 嘔吐

請聯繫您的醫自而．瞭解發生吾j作用日寺的醫療建議 。

我應該如何存放 下POXX?

．
 置於 20°C至 25°C;容許溫度範圍為 15°C至 30° C。

．
 將 下POX× 存放於原本的容器中 。

在孩重無法接觸的位置存放 下POXX與其他藥物 ．

安全且有效地使用 下POXX的一般資訊 。

藥物有時會被用於病人說明書所列用途以外的用途 。請勿在沒有醫師處方的情況下使用 下POXX。

即使他人與您具有相同的症狀 ,也請不要將 下P○ X× 給他人使用 ,這可能會傷害他們 。您可向您的

藥自而或醫療照護提供者詢問醫療人員專用的下POXX資訊 。

下POXX有哪些成
ˊ
刀
ㄟ

?

活性成分 :tecovi山 mbt

非活性成分 :膠體二氧化石夕、交聯羧甲基纖維素鈉 ( crOSㄈ arme︳︳o∫eSodiurn)、 羥丙基甲基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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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hydro×ypropy︳ methy︳ cel︳ u｜ose)‵ 乳糖單水合物 (｜ actoserno● ohydrate)、 硬另旨酸鎂
(rnagne∫ ium∫ tearate)一 、微晶纖維素 (micr。 crysta〡︳inece︳ ︳u〡oⅨ〢 與月才生土基硫酸鈉 (∫odiurn

｜auΨ｜su︳fate)。 膠囊是以明膠 、FD&C藍色 1號 、FD&C紅色 3號 、FD&C黃色 6號與二氧化

鈦製成 。          ．

1炒



使用說明

下POXX(tecovihrΥ╮at)毋翏囊

l吏用 下POXX前 ,請詳閱本｛吏用說明 ．並依循使用說明備藥 ,方可提供難以吞嚥 下P○XX膠囊的成人

或兒童使用本藥物 。

步驟 1:使用ㄒP○XX時 ．請您先準備以下所需用品 :

．
1瓶 下PO×X(1顆膠囊=200m9藥物 )   j

．
1支湯匙

．
 1｛固′j\石宛

． 您所選的液體或軟質食物 :

o牛奶 、巧克力牛奶或嬰兒配方奶等液體

o蘋果醬或優才各等軟質食物

步驟 2:在 下POXX劑量表找至j用藥者的體重 。

步驟 3:在下面的 下P○XX劑量表找到用藥者體重後 ．在同一列找至ll處 方劑量 ,

步驟碎:在下面 下P○XX劑量表用藥者體重的同一歹ll找 到液體或軟質食物所需用量 。

． 將 1個小碗放在平十日的表面 。

． 將正確用量的液體或軟食物加至小碗 。

步驟 5:在下面的 下POXX劑 量表用藥者體重的同一列找到所需 下POXX膠囊數量 。

．
從 下P○XX藥瓶中拿出正確的膠囊數量 。

步驟 6:雙手拿著
°
P○XX膠囊的兩端 (維持膠囊水平 )． 在小碗的正上方打開膠囊 ,確認膠囊內

容物不會灑出來 。

． 以雙手的大拇指不日食指拿著下P○XX膠囊的兩端 。

． 慢慢地輕柔轉開膠囊 ‵分開膠囊 。將膠囊內容物1至1進小碗 。重複前一步驟 :依照您所需的膠囊

數量 ．將所有膠囊內容物加進小碗中 。

．
丟棄倒空的膠囊 。

步驟 7:使用湯匙攪拌膠囊內容物和液體或軟質食物 。

． 藥粉可能無法完全溶解 。

． 混合均勻後 ,即可服用食物和藥粉的混合物 。

步驟 8:請於用完含大約 25克毋旨肪的正餐後 30分鐘內 ,且於混合食物與藥粉後的 30分鐘內 ,

服用完食物與藥粉的混合物 。

． 請務必完全服用所有的食物和藥粉混合物 ,以確認服用完整的劑量 。

． 體重 13公斤以上且未滿 120公斤的病人 ．應每日兩次 (間隔 12Ⅱ
、
時 )口服共 1碎 日 。

．
體重 120公斤以上病人 ．應每日三次 (間隔 8小時 )口服共 1冷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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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POXX齊t量表

a每日兩次 (間隔 12小時 )口服共 1碎 日。
b每

日三次 (間隔8小時 )口服共 1ㄥ 日。

將 下POXX與所有藥物存放在孩重無法接觸的位置 。

主要標示圖一 國家藥品代碼 :50072-200-猝 2-200mgΠ爹囊今2顆瓶裝標籤

NDC50072-200一 ↑2 酉U量 :

TP0XXΘ
         用藥資

參考產品仿單以膫解完整的

一訊

(比Co㎞ 破 )膠 囊       

存放於

:’ 200㎎ 雪益鰱 蘟︴灈犎
劑 。

每膠 囊 含於目當於 200m9的 teε oviㄇ mat 請存放於孩齱 法接觸的｛立置 。

monohydrate                裂造商 子Cata｜ entPharma∫ o｜ ut;ons

Win〔 hester‘ ︳ㄑY冷 0391
經銷商 :∫︳〈三ATechno｜ o9｜ e∫ 了｜nC一

僅 供處 方用
Corva︳ ︳is了 oR97333

冷2男項毋翏囊
P(二 R-7 80— 12809

一

φ

﹏ 寸

-．
-．

一

例

一
N

-卜
一

．

一
口

一

吟

一

縣
靜

稍
招
黎
阻

一
朕
┤
辟

體 重 處方劑量 液體量或

軟食物量

膠囊數量 食物和藥物混合說日月

13公斤至未滿 2

5公斤
a

200rng 2湯匙 1顆 下POXX膠囊 將 1顆 下POXX膠囊中所有的

內容物與 2湯匙液體或軟質食

物混合 。

25公斤至未滿 冷

0公斤
a

冷00r丫╮9 2湯匙 2顆 下POXX膠囊 將 2顆 下POXX膠囊中所有的

內容物與 2湯匙液體或軟質食

物混合 。

40公斤至未滿 1

20公斤
a

600rㄇ g 2湯匙 3顆 下POXX膠囊 將 3顆 下POXX膠囊中所有的

內容物與 2湯匙液體或軟質食

物混合 。

120公斤以上
b 600rn9 2湯匙 3顆 下P○XX膠囊 將 3顆 下POXX膠囊中所有的

內容牛〞J與 2湯匙液體或軟質食

物混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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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yε hiatric:depression,dysphoria,〡 rritabⅡ ity,paniCatta(二 k

． Respiratory,下 horaCiCandMediastina〡 DisorderS:oropharyngea｜ pain

． SkinandsubcutaneouStissue:pa｜ pab〡epurpuraJra5h,pruriticraSh,facia｜ redness,
facia｜ s、Ⅳe〡︳ing,pruri七 uS

了 DRUG︳ N丁ERAC了︳ONS

了.1Effdcto了 TP°X〤 o● oth色 rDrugs

下eCoVirimat6aWeak inducero比 VtOChro rneP冷50(CY日 3Aandavveak inhibㄦ or of
CYP2C8andCYP2C19.HOweVer,theeffedtsarenot台 ×peCtedtobec｜ inica｜ ︳yre｜dvantfor
rnost substra七 eSofthoseen之 y㏑ e占 basedon thernagnitudeofinteraCtionsandthe
du「白tion oftreat〔Ⅵent of下POXX.See下 ab｜ e冷 forC〡 inica︳ recorΥ╮rnendationsfor se︳ ect
SensitiveSubstrate5.

了＿2EStab︳︳shedDrug︳ hteraCtions

下ab︳e碎 proV〡deSa︳ istin。 ofeStab｜i5hedor一 ignricantd� uq intera仁 tionSr∫eeⅣ arni∩ σε

aηdPㄏecav亡ioηε6五
一
二9aηdCㄙ;n竹 a｝ P力 aㄏlηacoboy6王 2.39J.

了ab︳e再 :Signf:cant少 rug︳ nteraㄈ t:ons

ConComλ antDrugC︳aSS=  Ef了ect on     C︳ inica︳ Ef了ect/Rec° n╮︳hendation
Dru Name Con£ entrat;oma
B｜oodG︳uε ose一 LoweringAgent:
Repag｜ in ideo ↑ repa9〡 in〡de    

、
ηonito「 b｜ood9｜uCO5eandr丫╮on｜torfor
hypog｜ yCernicsympto mSin patiehts
llVhen!            
下POX)(i5CO-admini5teredllvith
:repaq｜ iniderSee↓ varη加σ∫anσ

一

P�eCavtioηε6J.工 9J.

a

b
↓ =deCrea5e,↑  =in〔 reaSe
下he5e〡nteractionShaVebeen studied｜ nhea︳thyadu｜tS

了.3DrugsW社 houtC︳ iniCa︳︳yS:gn矷 ;cant︳ ntera亡 tionSWㄤ hTPOX〤    ‵

Basedonad「 u9interaCtion5tudy,noc｜ iniCa｜︳ysi9n√icantd「 u9interactionshavebeen
ob5drvedwhen下POXXiSCO一 adnη iniSteredwithbupropionJf｜ urbiprofen,or ornepra20｜ e
竹eeC︴ ilη ㄤa｝ Pㄌ arPηaco伈 σ́ 6王 2.ε9J.

7.↑ Vaccine︳ nteract:ons

NOvacciㄇ e-dru9interaㄈ tion studieshavebeenperformedinhurnan5ubjects.So rne
an irna｜ studieshaveindicatedthatco＿ ad∩╮i∩ istration of下POXXatthe5ametirnea5︳ ive
5rna｜｜poxvaccine(vaCciniavirus)rnayreducetheirΥ ╮rnunerespon5eto thevac仁 ine.下he

CNSDe ressant=
Mida20 ↓ Π╮ida20｜ an∩    ｜Monito「 foreffeCtivene5sofrnidazo〡 arΥ╮



c｜ in〡 Ca︳ irnpactofthiSinteraction onva(二 C｜neeffiㄈacyi5unknovvn

8U5E︳ NSPEC︳ F︳CPOPULA了 ︳

。

NS

8＿ 1Pregh白 nCy

R6kSummarV

NOadequateand玾 e︳卜cont「 o︳︳ed斗udiesin p一e9nantwoΓnenwerecondu「 te由 therefore

therearenohumandatatoestab｜ishtheprdSenCeo′ absenceofTPOXXaSSocia七 ed

riSR.                                   ‘

︳nanirna｜ reproduction占 tudies,noembryofota︳ deve｜ oprnenta︳ to× icityㄩσaSObServedin

Ⅳ╮iCqduringthqperiodoforganogene5i5attecovirirnatexposureS(areaunderthecurve
〔AUC〕 )up to23tirneShi9herthanhumaneXpOSureattherecOrnrㄚ ╮eodedhumando5e

(RHD).｜ nrabbㄦ sJnoernbryofeta︳ dev兮︳oprnen七 a︳ to× iC杜yWaSobserveddurin9

or9anogene5isa〔 tdc° virima七 eX°OSureS(AUC)︳e5sthanhurnane〤 pbsure5atthdRHD.
︳narnousepre-/po5t-nota︳ deve︳ oprㄚ╮eη︴5tudy,no toXiCi七ieSWereob§ ervedatrⅥ atdrna︳

tecovirirnateXpOSuresup to2冷 timeShi9herth白nhumanexpoSureattheRHD6Jee
DaㄜV.

下hebaCkqro山 ndrisk ofrnajorb〡rthdefeCtsandmi5carria9efortheindiCateφ popu｜ation

i5unkno、Ψn.︳ 汽theU.S.genera︳ popu︳ation,thee5timatedbaCk9roundrisk ofrnajorbirth

defectsandrΥ╮i5CarriageinC︳ iniCaⅢ yreCogni2edpregnanCieS〡 S2-↑°/oand15-20°/o,

re5peC︴ ive︳ y.

Da掐

Aη ima︴ Daㄜ ar

下eCOVirirnatwaSadn╮ ini5teredora︳︳yto pre9nant rㄇ iㄑ二eatdose5up to1】 000mg/k9/day
fro rngeStationDays6-15.Noembryofeta︳ to× iCitieSwereob5d「 vedatdose耳 up to

1,000m9/k必 day(approxirΥ ╮ate!y?3tirne5hi9herthanhumaneXposurea一 theR︻ D｝．

下ecoVirimatwasadministeredora｜｜yto pregnant rabbit5atdosesup to100rㄚ ╮g/kg/day

frorΥ╮gestationDay56-19.NOe叩 bryofeta｜ toxiCitieSWereob5ervedatdoSesup to100

m9/k9/day(0.冷  tirnes七hehumane× poSureat七 heRHD).

｜.thepre-/po5t-nata︳ deve｜oprnentStudy,tecovirirⅥ a七 WaSadrninisteredora｜ 〡yto

pre9nant rniceatdo5esup to1;000rΥ ╮9/k9/dayfro rn9e5tationDay6to poSt一 nata｜ Day
20.NOtoXi它 itieSwereobservedatdoSeSuptO1,000rn9/k9/day(approxirnate｜ y2冷

timeShi9herthanhurnanexpoSureattheRHD).

8＿ 2Lactat:on

R心 kSurΥ�marV

ㄒherearenodatatoaSsess七 heeffeC七 0hrn田k production,thepreSenceofthedru9in
hurY╮ an rni︳ k,and/or七heeffeCtSon thebreaStfedChi︳ d.VVhenadrΥ〡iniSteredto〡 ac七●七in9

r了╮iCeJtecovirirnatⅥσaSpreSentin therΥ ︴i｜ l<6ε eeData).下 hedeVe︳ oprΥ╮enta︳ andhea｜ th

benefits ofbrdaStfeedingShou｜ dbeCOnSidereda︳on9withthernother’ Sc｜ inica︳ heedfor

下POXXandanypotentia｜ adverSeeffe仁 tSOnthebrea5tfedch∥ dfrorY╮ 下POXXOrfrorn the

unde「︳yin9rⅥ aterna〡 COnd〡 tion.

Da掐



lnabctat裕 n‘ Studyatdosesup to1,000m9/k9/中 y了 meanteㄈ ovirimatm田 kto pbsma
ratiosup toapproxirnate｜y0.8wereobse「 vedat6and2碎 hourSpostFdose、 Ψhen
adrninisteredora｜ 〡yto miceon︳ aCta七｜onDay100r11.

8.3Fema｜eoandMa︳esofReproduε t︳vePoten七 :a︳

｜nfer七 i︳ itV

下herearenodataon theeffectofteCOvirirnat onfema︳ eandrㄚ╮a〡ereproductivepotentia︳
inhumans.Decreasedfert田 itydueto testicu︳ ar toxicitywaSobservedin ma︳ ernicer∫ ee
Ⅳoηε加ㄤa｝ 下0X6o︴oσy‘工3.二 9J.

8.再 Ped:atr︳tUSe
As inadu〡ts,七heeffectiveneS5° f下POXXin ped｜ atricpatients isbasedso︳ e︳yone了fiCaCy
StudieSinan〡 rⅥ a｜ rnode｜ soforthopo×viruSdiseaSe.AseXposureo下 hea︳thypediatric
5ubjects to° POXXWithno potent︳ a｜ fordireCtC｜inica!benef｜七｜Sn。 tethica︳

J

pharmacokinet〡 Cs irnu｜ ationwasusedtoderiVedo5in9re9irnens thatarepredictedto
providepediatr〡Cpatientswithexpos山 resGomparab︳eto theobservedexposurein   一

adu〡tSreCeivin960。 rn9twicedai︳ y.°hedosagefor pediatricpatient5i5basedonweight
竹eeDoεaσeaηaAdm了iη 6仔ηtioη 伊.刀 andC｝ ilη ta｝ Ph白rmaCO︴oσˊ但2.39J.

8.56eriatr比 Use

C︳ inica｜ studie5ofTPOXXdidnot inc︳ ud● su什 iC〡ent nurnberSOfsubjectsa9ed65and
over todeter!minewhetherthesafetyprofi〡 eof下POXXi占 di什erentin thiSpopu︳ atio�
Comparedtoyoun9erSubjeCtS.Ofthe359subjeCts in theC｜ ini(a︳ studyof下POXX,10o/°
(36/359｝ vuere＿ 65year5ofa9e,and1°/o(¢/359)、lvere≧ 75yearSofa9e.Noa｜teration
ofdoSin9is neededfor patients≧ 65yearSofa9erb-eec十

一

向竹a｝ P向armaColoθˊ6工 2.J9J.

8.6Rena︳ ︳mPair︳hent

NOdoSageadjㄐ str﹁ ent i5required了 or patient5Ⅶ↙itl╮ ︳﹁i｜ d｝ ll╮oderateor severere∩ a｜

iΓnpairment or patientSwithendSta9erena｜ disea5e(巨 5RD)「 equirin9hemodia︳ ysi5rsee
C加竹a｝ P向armaCo｝oσ 6́工 2.刃J.

8口 了Hepat:c︳ ㏑pajr︳Ⅵeh七

NodoSage●djustΓ nent6requiredfor pationtsw社 hmi｜d,moderateor severehepatㄦ
impairment(ChildPughC︳ assA,B,orC)竹 eeC扔竹a仲ㄌarmaco｝oσˊ 6工 2.刃J.

工00VERD。 SAGE

下hereis noc︳ iniCa︳ eXperiencewithoverdosa9eof下 POXX.︳ ncaSeofoverdosage,
rΥ╮onitor patientsforany5i9n§ or symptomSofadverseeffects.Hdmodia｜ ys iswi︳︳not
signifi「 ant｜yrernove下 POXXin oVerdosedpat〡 ents.

11DESCR︳ P了︳ON

下POXX(tecovirimat)i5an inhibitor oftheorthopoxviru5VP37enVe｜ opew「apping
protein.下 P。 XXisavai︳ ab︳easiⅣ╮rnediatere︳ ea5ecap5u｜ escontainin9tecov〡 rir了╮at
monohydrateequiva︳ent to200rγ╮9ofteCO﹀ ir° rⅥ atfor ora｜ adr丫╮iniStration.下 heCap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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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
oran9ebody,andab︳ aCkCap imprintedinW｜

inc｜ ude七hefo｜︳oⅥ↙inginaCtivein9redientS:co｜ ︳oida｜ 5i｜iCOndioXide,cro§ carrΥ╮eⅢOSe5odiurn,

hydroxypropy︳ 了nethy︳ 仁e︳ ｜u︳oseJ｜ a<二 toSe了Ⅵonohydrate,rna9neSiun∩ Stearate,

r了╮iCrOCry5ta︳︳inece︳︳u︳oSe,and5odiurn｜ aury｜ su︳fate.下heCap5u︳ e5he︳｜iScOrΥ╮posedof

ge︳atin,ㄏ D&Cb｜ ue#1,FD&Cred#3JFD&Cye｜ ︳OW#6,andt忙 aniumdioxide.

下eCOVirirnat rnonohydrateisawhiteto off-whiteCrystaⅢ ineSo︳ idwiththeCherniCa︳ narΥ╮e

Ben之 an∩ ideJN-〔 (3aR,冷只 ,碎aR,5aE,6E,6a∫ ｝-3J3a,猝 ,冷aJ5,5a?6,6a-OCtahyd「
。

-1,3-dioXo-冷 J6

ethenoCyc︳ oprop〔 f〕 iSoindol-2(1H)-y︳｝再-(trif︳ uo ro rnethy｜ )｜ re｜一(rno nohydrate).下heChernica︳

formu︳aisC19H15F3N203． H20representinqarΥ╮o︳eCu︳arwei9htof39ㄥ .359/rno└ .下he

rΥ╮o︳ eCu︳ ar5t「 uctureisa5fo︳︳owS:

再 鏟

H

H

H

$●

了
°

○
﹁

番 3君 乏
百

再

§

3 ｜
｝9

N
H

\
9 名⊕ ?

 

碎

$｜

H安o 3

下eCOVirirnat rnonohydratei占 praCtica｜︳yin5o︳ ub｜einwaterandac「 os5thepHran9eof
2.0-6.5(<0.1m9/m∟ ).

12CL︳ N︳CALPHARMAC。 LOGY

12.1︳ⅥeChan:S口█ofAε t︳on

下e亡 oVirimat isanantivira｜ dru9a9ainStvario｜ a(sma︳｜pox)virusrεee︹ηtrob尥｝oσy6工 2.ㄔ)J

12.2Phar︳hacodynan● ︳Cs

CardiaC巨︳eCt「 oohVsio︳ oqV            ′

下POXXdoeSnot pro｜ on9theQ下 interva〡 toanyc︳ in｜ ca︳｜yre︳eVante× tentatthe

antiCipatedtherapeutiCeXpOSure.

12.3Phar︳macok︳net:cs

A七 七heapprovedreCo rnrη endeddo5a9e〡 nhea｜ thyadu︳七SWei9hing︳eSSthan120︳(9.the

rneanSteady-stateva︳uesof下POXXAUC0＿ 24hr,CmaxJandC七 au/t「ou9hare29816
hr． n9/rㄇ∟(n,CV:猝 3,3冷°

/o｝ J2159n9/rΥ╮∟(n.CV:碎 6,32°/o),and8ㄥ5ng/rn∟ (n,CV:猝 5,

ㄥ7o/o｝ ,reSpective｜ y.下 e<二 0VirirnatSteady一 stateAUCi﹄ achievedbyDay6:Refert0下 ab〡e5
for phar!η acokinet｜ cporameters oft。 COvirirΥ╮at.

一

AbSorPt:on

Tab︳e5:PharmaCok:neticProPert︳esof了eC° Vir︳了nat



了max(h｝ a :冷 -6

Ef「eCtoffood(re｜ ativetof白 stin g｝ ↑39°/o

Distr:bution
°/oBOundtohurnan ｜aSmaproteinS -77-82

B｜o od一 to「 p｜aSmaratio(dru9ordrug＿ re｜ated :0.62一 0.90
materia6)

VO｜ urㄚ╮eofdistribution｛V2/FJ└ ) 1030
Metabo︳:sm

Metabo｜ ic W C

一

Hydro ,UG下1A1 ,UG下 1A碎

73, on∩ ︳nan as rnetabo︳ites
o/oofdOSeeXcretedinurin
°/oofdoSeexcretedinfeces

r routeofe｜ irn｜nation ∵Metabo︳ is mM a

:23了 predon∩ inant︳yastecovirirΥ ╮at
aVa︳ uereΠ ect5adn╮ ini5tration。 f dru9Ⅵ ︳́thfood
bVa｜ uerefers to mean SysterniCexposure(AUC2 4h「〉.Mea｜ :∼ 600kCa︳,∼ 259fat.
c下 eCOvi〢 rna七 6rn芭 tab o︳ i2edbyhydro︳ )任 i5ofthe an╮idebondand9｜ u亡 uronidation.下 hefo︳｜

。
win9

inaCtive

rnetabo︳itesweredetectedin
azatetraC甲ε｜o〔 5.3.2.。 ｛2.6｝ .0｛

p︳asma:︳叫猝(N-｛ 3;5-dio×o-4-
8,10｝ Idodec-1l-en-碎 -

y︳ ｝白n╮ ︳n● ｝,M5(3J5d｜ o×o-碎
一
arninotetraCy(二 ｜o︳ 5.3.2.0｛ 2J6｝ .0｛ 8,10｝ ︳dodec-11-ene),and下 FMBA

鍬輕齵呈薱部#i盟肯展三收珇Υ
y「nes

study.

Comoar on ofAn irⅥ a〡 D∩ HumanPKDat∩ tOSUOOOrt巨 f了Q〔 ｜veH╰lmanDo3Q Se〡 ectio n

BeCau5etheeffe(二 tiveneS5of下 P○ XX<二 annotbeteStedin l╮ urγ╮anS,aCoΓ npari50nof
teCO、 /irirY╮atexp○sure5aChie\/edinhea｜thyhuman∫ ubjects to thoseobservedinanirna!
mode︳SoforthopoxviruSinfeCtion(nonhurΥ╮anp「 imateSandrabbit5infeCtedwith
rΥ╮onkeypoxvirusandrabbitpox︶ irus.respeCtive︳ y)in therapeuticeffi妅 aCy5tudieSwas
neCessaryto support thedosagere9irnenof600rn9tvvicedai｜ yfor treatrnent of
sma〡︳poxdiseaSeinhumans.Hurnansachievegreatersys︴ eΓnicexposure(AUC,Cmax,
and「 min)oftecovirirnatfo︳ ︳owingatwㄦ edbi｜ydo5eof600mgwhencomparedto the
theropeutiCeXposures in theseanirna︳ mode｜ 5.

SOeCificPoou〡 at｜ons

NOC｜ iniCa｜｜ysi9nificantdifference5in the° harΓnacokinetiCsoftecovirirnatvvereobserVed
boSedonage?sex,ethnicity,rena｜ irnpa〡 rment(basedonestirnatedGFR)Jorhepati亡
irnpairrnent(Ch∥ dPu9hS仁 0reSA,BorC｝ .Atthe600rngtwice-dai｜ ydosa9e,tecovirirnat
e× posureWasreducedinadu〡 tsubjectswe︳9hingrnorethan120kgCOmparedto the
e× posureSinadu｜ tsubject5vvei9hin。 ｜dss七han120k9.SpeC｜ fica︳〡y;in3猝 adu｜tsubjects
llveighin9mo「ethan120kgwhoreCeived600rng下POXXtllViCedai｜y,theobservedmean
Steady5ta七eVa〡uesofAUC0＿ 2猝 hr,CrΥ╮ax,andCtro心 9hWerel。 500hr． ng/m└ (CV:23。/o),

1300nq/rㄇ∟(CV:29°/o｝ 了and585n9/rΥ╮└(CV:31°/o｝ ,re5pective︳y.

Ped治↙竹Pa古ieη6
下POXXpharmaco kinet〡 <二ShaSnotbeeneva〡 uatedin pediatricpatients.下 he



recoΠ╮rηendedpediatricdo5in9reqirη eni5expected七o pr。 duCetecO︶ irirnateXposures

tha七 areCOrnparab︳ e七0tho5einadu︳ tSubjeCt5ba5ddonapopΨ ｜ation phar了naCokinetic

rnode｜in9andSir了╮ㄐ〡ationapproaCh1;eeDoε aσeandAdm㏑ 6〔ration62.29aη dVεe加

5p●εif〡CPopV佰 t尥ηε6β .猝)〕 .

下heeffdctoftecovirirnatonthee〤 pOsure0了 CO一 adrninistereddru9sareshoⅥ un in下 ab︳e

6.

Tab︳e6:。 rug︳ nteract︳ons一 C㏑白ngeg︳nPharmaCok︳ net︳cParametersf° rCo一

Adn市n:SteredDrugin thePresenceofTP° 〤〤a

aA︳ ｜interaCtion5tudiesCOnduCtedinhea〡 thyvo
bCompar︳ SOnbaSedone× po5ure5W╮ enadrΥ╮︳n

ithteCOVirirnat600rngtWiCeda:︳ y.

ㄇurb〡 p「O｛念n十 0meprazo｜e十 n╮ idaZo︳arn
︳unteeΠ5W
〡SteredaS

NopharrnaCOkineti〈
=changeswereo。

Servedforthefo｜ ︳Owin9drugWhenC° 一

adΠ╮iniSteredⅥσithtecovirirnat:f︳ urbiprofen.

CytOChrbmeP再 50(CYP)En2ymes:下eCOVirima七 iSa、Ⅳeak inh｜bitor ofCYP2C8and

CYP2C19,andaWeak induCerofCYP3A碎 .下eCoVirirnatiSnotan inhibitor oran induCerof

CㄚP2B6orCㄚ P2C9.

｝ηj〝oε扣diθ∫Ⅳ力θreDrvσ ｝n控raCㄜ了0力 Po路ηi治｝Ⅳaε Ⅳoㄜ Fvr山 eㄏ ΞVaㄉ a竹σC侕tallˊ

CYPξη2rmeSr下eCOVir︳ r了╮atiSnotan inhibitor ofCYPlA2JCYP2D6,CYP2E1orCYP3A冷 ,

andis notan inducerofCYPlA2.下 eCOVirimatis notaSub5tratefor(二 YPlA2,CYP2B6,

CYP2C8〕 CYP2C9JCYP2C19〕 CYP2D6orCYP3Aㄥ .

VG下 Eη2ymeε。下eCOVirirl╮ at isasubStrateofUG下1AlandUG下 1A猝 .

下ㄏ占ηεporter5ˊ∫temε ;下eCOVirirnat inhibitedBreastCancerResi5tanceProtein(BCRP)i∩

d〝o.

下eCOVirirㄇ atis notan inhibitor ofP-9︳yCoprotein(P-9p),or9aniCanion transporting

po｜ypeptideslBlandlB3(OA下PlBlandoA下 PlB3),or9aniCanion tran∫ porter1

(OA下1),OA下 3一 andor9aniCCa七 ion tran5porter2(OC下 2).下eCOVirimati5notaSubStrate

forP-9p,BCRP,oA下 PlB1了 andOA下PlB3.

AUC:nfCma〤

MeanRat︳o〔 90°/。 C︳〕
。
f

Co． Adm:n︳SteredDr山gP
DoseofC°一Adm︳nistered N

NoEffect=1.OO
｛h/W比houtTP。 〤〤

Druσ 〔mg｝
Co一 Adm︳n:Stered
Drug

1.73
(1.36,2.19｝

1.87
(1.51,2.31)

0.68
(0.63,0.73｝

冷omepraz° ︳e205in9︳ edo5e

ida2o｜ aΠ╮2s｜ng｜edose

F︳urbiprofen十

rnidazO〡 arΥ╮b
rneprazo｜e十

｜(0.5碎 J0.68)

0.61

1.29
(1.19,1.再 0)

1.27
(1.12,1.猝 猝)

2sing｜edoSe 30Repag山 nide

0.86
(0.79,0.93)

0.8冷

(0.78,0.89｝
1505in9︳edoSe 2猝Bupro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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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6mofAction

下eCOVi′ irnattar9etsandinhibits thea亡 tivitybftheorthopox︶ irusVP37protein(enCoded
byandhi9h︳ yconServedinaⅢ rΥ╮ember50ftheorthopoxviruS9enuS)andb｜ ocks i七s
interaCtionwithce︳ ｜u｜arRab9G下 PaSeand丁 ｜P↑7,whichpreVents thefo rrㄚ ╮ation ofe9resS
COrΥ〡pe七entenve︳ opedvirions necessary了 o「 ce︳︳toce〡〡and｜on9ran9ed〡ssernination of
virus.

ACtivㄦ vinCe｜｜Cuㄦure

｜nce〡｜cu｜tureassays,theeffeCtiveConcentrations ofteCOvirirㄇ atr● su｜tin9ina50°/°

「
eduction invirus-inducedCytopathiceffect(EC50),were0.016-0.067uM.0.01冷 -0.039
uMJ0.015uMJand0.009uM,forvorio︳ a,monkeypo× ,rabb忙 pox,andvacciniav十 uses,
respectively.RangeS。 ivenfo一 vario︳aandrnonkeypoxvirusesareref︳ eCtiveofresuㄦ S
fr°mmu比 ip!eStrainsassayed.

Non-anta9onisticantivira︳ activㄤ yoftecovirirΥ╮otandbrinCidofoviragainst
orthopoxviruSeShaSbeendernonstratedince〡 ︳cu｜tu「eandanirna〡 m° de｜s.

ResistanCe

:騇雄滿鞋$︴花尹甚片i驟韹i銛桂i鵠

捉浩℉:千兒:眊 sded㏑“
下eCOVirirΥ╮athaSare︳ ative｜ y｜owresistancebarrier,andceΓ tainarninoaCidsub5titutionSin
t-etaroetVP37proteinCanC心 nfer｜arqdreductionSiη teCOvirimatantivira︳ aCtiˇ 社y.下he
poss︴ b∥ityof︴resistanceto tecovir｜ rnatshou〡dbeconSideredin patient5whoei七herfa〡︳to
re5pondto therapyorwhodeve︳ op re「 rude5cenceofdiseaseafteran initia︳ periodof

「
e5pon5︳veness.

Cro5SReSi5tance

Cross＿ reSistancebetⅥ éentecovirirnata∩ dbri∩ㄈido下 oVir i∫ note× peCtedbaSedon their
d〡 5tin(二 trΥ╮e〈二i╮ anis rY╮so一 aCtion.VV!╮ eretes〔ed,o rtl╮ op○ ×virus iso｜ ateSresistant to
(二 idofoVir(theactiverl╮ etabo｜ iteofbrincidofovir)havenotbeenre5istantto teCovi「

irⅥ at.
∟ikevvise,orthopoxviruSiSo｜ a七eSreSistant to teCOvirirⅥ atretain their senSitivityto
cidofovir.

13NONCL︳ N︳CALT° X︳ C°LOGY

工3.1CarC:nogenes:s,︳Ⅵut.genesis╯ ︳mpairment ofFer︴ ;︳社y

Carc｜ nΩ qenes︳5andMutaqenes︳ s

CarCinogenicityStudieShavenotbeenConductedwithteCOvirirn白
t.

下eCoVirirnatwas not9enotoxi亡 in ipv竹 ro or;nˊ了́oa55ayS,inc︳ udingaba亡 teria〡 reverse
mutation必 Say,amamma〡 ianmuta9en℃ 忙yaSSayin rnouSe｜ yrnpho rna∟ 5178Y/下 K一 Ce︳時J

andinan了 iη y〞orⅥouSemicro nuc︳ eus study.

｜naferti︳ i七yandear｜yernbryoniCdeve｜ opment studyin mi仁 e,noeffects ofteCOvirirnat on
fema︳ eferti｜ itywereobservedattecovirirΥ ╮ate× posures(AUC)approxirnate︳ y2冷 time占
hi9herthanhumanexposureattheRHD.︳ n rna｜ erni(二e?deCreaSedma︳efeΓ t∥ ity
a5sociated府 ithteSticu｜ ar toxicity(inCreasedper(二 entabnorrna｜ sperrnanddeCrea5ed



Sper了n moti｜ ity)vva5ob5ervedat1,000rn9/k9/day(approXirnate︳y2冷 tirneSthehurΥ╮an

expo5ureattheRHD).  ′

13.2An︳ ma︳ To〤 ico︳ogyand/orPhη r︳haco︳ogy

︳narepe白 t-dosetoXiCO︳ ogy5︴udyindogS?ConVu︳S｜on5(tonicandC︳onic)werdobserved

in oneanirna︳ within6hourSofa5in9︳edoSeof300m9/kg(appro× irnate｜y猝 tirne5higher

than七hehi9heStobservedhurnanexposureat七 heRHDbasedonCmax).
E︳ectroencepha︳o9raphy(EEG)findings in thiSanirⅥ a︳ vVe「 eCOnSistentWithsei2u「 e

aCtivitydur｜ n9thebb5erv● dc° nvu︳Sions.下remors,whiㄑ二h、ⅣereCOnsiderednon-adVerSe.

wereobServedat100rΥ╮9/k9/d° se(sirⅥ i｜arto thehi9heStobServedhurnanexposureat
theRHDbasedonCrnax),a｜ thoughnoㄈ onvu︳SionSOrEEGfindin9S、 Ⅳereobservedat七 hi5

dose.

1#CL︳ N︳CALSTUD︳ ES

Overv︳ew

下heeffeCtiveneSsof下POXXfor treatrnent ofSrna︳ ︳po× diSeaSehas notbeendeterrnined

inhumansbeㄈ au5eadequateandwe︳ 〡-contro｜ ｜edfie｜dtria︳ShaVenotbeenfeasib｜e,and

induC｜n9SrΥ╮a︳︳
°
oXdiSeaSeinhuman5toStudythedru9J5efficaCyis notethiCa︳ .

下herefore了 theeffdC七iVeneS50f下POXXfor trea七 rnent ofs rna｜｜pb× disea年 e、ⅣaS

e5tabⅢ ShedbaSedon resu｜ t50fadequateandwe｜︳-COntro｜︳edanirΥ╮a︳ efficaCyStudiesof

non一 human pr｜rnateSand「abbitSinfeCtedwithnon-vario｜ aorthopoxviruSe5.5urviva｜

rateSobservedin theanirna｜ studieSmaynotbepredictiveofsurViva︳ rate5inc｜ iniCa︳

practiCe.

EffiCaCyStudieS、 lverecondu(二 tedincyη orno︳qusmaCaque5infeCted、 lvithrΥ╮onkeypoX

viruS,andNeWZea︳ andwhitd(NZⅥ /)rabbits infeC七 edWithrabbitpoxViruS.下 heprirnary

e了ficaCyendpointfor!hese5tudies、ⅣaSSurviva｜ .︳ n non一 human primatestudie5,

CynomO︳gu5rnacaque5we「 e｜ethaⅢyCha｜︳en9edintraVenou占︳ywith5X107p｜ aque一

forn╮ in9unk5ofrΥ╮
。
hkeypoXviru5;teε ovir〡 matWaSadrniniSteredora｜︳yoncedai︳yata

dose｜ eve︳ of10rn9/k9for1↑ days,StartinoatDay再 ,5°「
6poSt一 cha︳︳en9e.｜ nrabbit

studie5,N2WrabbitsWere︳ etha︳︳ycha｜︳en9edintrader〔﹁a︳｜ywith1〕 000p︳aque-forΠ╮ing

unitSofrabbi七poXViruS;tecovirirnatwaSadr了 ╮iniSteredora｜｜yoncedai｜ yfor14daySata

dose｜ dve︳ bfㄥ0rng/k9.s七 ar七ih9atDoy瑋 poSt一 Cha｜｜engd.下hetin∩ ingofteCOvirirnat

doSingin thdSeStudies、 lvaSintendedtoa5SeSSeffiCaCywhen tre● tment iSinㄦiatedafter

anirna︳shaVedeve｜ opedc︳ iniCa︳ Sign50fdiSease,speCifiCa｜ ︳yderrna︳ pox〡esion5in

cynomo︳ 9usrΥ╮aCaqueS了 andfeverin rabbitS.C｜ iniCa〡 signSOfdi5eaSe、 Ⅳereevident in

s orneanirna︳ SatDay2。 3post-Cha｜︳engebutwereeVident ina｜ ｜an｜ rna︳5byDay冷 po5t一

ChaⅢen9e.5urviva︳ was monitoredfor3-6tirㄚ ╮eSthemdan tirnetodeathforuntreated
anir丫╮a︳SineaChrΥ╮ode｜ .

StudVReSu〡 ts

下reatrnentvvithteCOVir︳ rnatfor1¢ daysresu︳tedinStatiStiCa︳〡ysi9nifi<二 ant irnproVement in

5urviVa｜ re︳ ativeto p︳aCebo,e× CeptWhengiven tocynorΥ ╮o〡guSrY╮aCaque5§ tartin9atDay

6po5t-Cha｜｜enge(下 ab｜e7).

Tab︳e了 :SurV︳ va｜ Ra七eS:nTeC° Vir︳matTreatmentStudies inCynomo︳gus



MacaquesandN2WRabb:tsExhibㄦ ingC︳ :n︳ Ca︳ S:gns oforthop.〤 virusD︳sease

eat︳Ⅵent
︳n:t:at:ona

Stud 2 0°/。 (0/6) 100°/o(6/6) 0.0002 100o/o(猝 7.1°/° ,100°/o)

Study3 0°/。 (0/3) 3°/。 (5/6)   0.0151 83°/o(7.5°/° ,99.6°/。 ｝
3°/。 (5/6)   -0.0151

D 6 0o/。 (3/6) 0.1231
N2WRabb社 S

猝

忌禺蓓怎早群提私崶銧:開:
comparedto p︳ aCebo

cSuPv︳
va︳ percentagein tecov︳ r︳ rn

an｜了na｜ S

treatr了╮entWa5init｜ ated
o下eSt(WithBe門 e├ BOOs了n。 diπㄈatio n0了 gan╮ rna=0.000001｝

att「eatedan｜ 了na︳ Sm｜nussuΓviva︳ perㄈ entagein p︳ acebo treated

dEXa廷t95°/oε on兩denCe｜ nterva｜ baSedon the5core5tati∫ ti(二 ofdi用℃ renCein suPviva｜ rate5
eAp︳acebo(二 0ntro︳ groupwaSnot︳ nc︳udedin this study.
KEY:NA=NotApp｜ ︳Cab︳e

16H°WSUPPL︳ ED/ST。 RAGEANDHANDL︳ NG
EaCh下POXXCapsu︳ econtainS200rn9ofteCovirirnat.下 POXXCapsu〡esarehard9e︳ at〡n

、
lVithan opaqueorangebodyimprintedinⅥ ↙hiteinkWitht‘ S｜ GA” fo｜ ︳oWedbytheS︳ GA
｜o9Ofo〡〡owedby‘ t〈

D” Jandan opaqueb︳ ackcap irY╮ printedinwhiteinkwith!︳ S下-2冷 6㊣
｜︳

,

containin9bⅣ hitet○ off一 ‵lvhiteooΨvder ︳=achb○ tt!eCOntains 冷2Ca。gu!eg(ND〔二500-2一
200一冷2)Withan induction sea︳ andchi〡 d＿ reSi5tantcap.

Storecapsu｜ e5in theorigina｜ bott｜eat20° Cto25° C(68° Fto77° F比 excur5ions
per了nitted15ψ Cto3〔〕ψC(59UFto86° F)lSeeUSPContro∥ edRoorn下empe一ature〕 .

1了 PAT︳
=NTC°

UNSEL︳ NG︳NFORMA下︳ON
AdviSet-epa七 ient七0readtheFDA-approvedpatient｜ abe｜〡n9(Patient︳ nformationand
｜ηstruCtionsforUse｝ .

Effㄦ aCvBa5edonAnima︳ Mode怡 A︳one

｜nform pat心 nts thattheeffiㄈ acyof下POXXi單 baSedso〡 e︳yonefficacystudies
derno nStra七 in9aSurviva｜ benefit inanirna︳ sandtha七 七heeffectiveneSsof下POXXhagnot
beenteStedinhumanSWiths rna︳︳poxdiseaSer∫eecㄥ iηㄤa｝ εㄜσdieε 6工猝方.

︳m° or七antDOsaqeandAdmin心 tration lnfo「 mation

AdviSepatients to七 ake下POXXasdirectedVvi七 hin30了Ⅵinutesofeatingafu︳ ｜rnea｜
containingrnoderateorhi9hfatr∫ eec｝ ilη竹a｝ PㄌarrηaCo｝oσy6工 2.39J.｜ nforⅣ╮patients to
takeTPOXXfor theentiredurationwithout rnis5in90「 skippin9ado5erseeDoε aσ eaηd
Ad而加6ㄜ�a亡心η629J、

Surv︳va︳ Percentage
｛N°＿surv:vedˊ n〕

︳Tecov盯imat

va︳ueb:p一

P︳ aεebo

Surv寸a︳ Rate
DifferenCec
〔95°/° C︳｝d

MaCaomo ues

5一udy1 0o/o(碎/5)   -0.0038Day碎    ｜0o/° (田7) 80°/o(20.8°/° ,99.5°/° )

冷

Day5 ｜

一

〔 83°/o(7.5°/° ,99.6°/°｝
50o/o｛ -28.3o/° ,90.2°/° )

Study碎

Study5 Day碎
90o/o(50.3°/° ,99.8o/o)Dayㄥ ;90°

/o (9/10) :< 0.00010°/。 (0/10｝

NAe 88o/o(7/8) :NA NA

Druo｜ ctions



｜nforrn pa七 ient5that下 POXXrγ╮ayinteraCtwithotherdrugS.AdviSepatient§ to report to

七heirhea｜thCareprovidertheuseofother prd5Cri° 七iondru95.Co一 adn∩ inigtration of

下POXX、Ⅳithrepa9︳inidernayCauSehypog︳ yCeㄇ╮iar∫ee9va�η加σεaηdPreCavtjoηε6J.工 9

andDrVσ ｝η亡erat!ionε 6◤ .29J.

ManufaCturedby:
Cata︳entPharrnaSO︳ ution5,└└C
1100EnterpriseDrive
Ⅵ↙inCheSter,KY冷0391

Di5tributedby:
5｜ GA下eChno︳o9ieS,｜ nC.

ㄥ575SWReSearchWay
Corva｜｜iS,OR97333

PAT︳ ENT︳ NFORMAT︳
。
N

下POX〤 ｛T己一Po〤 °r下ee一 pahx｝

(tec。 v:rimat｝

CaPsu︳es

Wh白t︳STP° 〤〤?

XXiSapreScript｜o nrΥ╮ediC︳ neuSedto treat srΥ╮a︳︳poXdiSea5eCauSedbyatypeof
ruSca｜︳edvario︳aviruS inadu︳ t5andChi｜ d「enWhoweighat︳ eaS〔 13kg.

OXXrnay not前 orkwe︳〡in peop︳ e whohaveaweakenedimmuneSystem
eeffectiven eS5of下POXXha5been 5tudiedon｜yinanirⅥ a︳SWithorthopoXviruS

isea5es.下herehavebeen nohurnan studieSin peo p｜ e、lVhohaVeSrna︳ ｜po× di5ease.下 he

afetyof下POXXWaSStudiedinadu︳ tS.下herehavebeennOS七udieSofTPOXXinChi｜dreh

17 rS ofageand un er

Before七ak:ng了 P°〤〤,te︳︳your hea比hcarePr° vide一 aboㄐta︳︳
。
fy°urmed︳ c白︳

cond比 :onS,︳ nC︳ud:n。 i了 you:
havediabeteS.

3吊:譯:識.毛子兒尹鰓$g跚ξ︴乳伐鑅 存萏際∫3｝i括騠茻ㄜn七
ith下POXX

ebreastfeedir︳ gor p︳an tobrea5tfeed.｜ tiSnot kㄇ
。、
lVnif下POXXpa5SeSintoyour

breast mi︳ k.Ta︳k toyou rhea︳thcareproviderabou一 thebestwaytofeedyourbaby

｜下台｜〡yourhea︳thcareprovide「 abouta｜｜oftherned︳ (ineSyout白 ke,inc｜udingpreSCription

〡andover一七he-counter rnedicine5,Vitan╮ inS,andherba︳ Supp｜ ements.SOrΥ╮erⅥediCineS

:in七eractwㄦ h下POXX.Keepa｜ 6tofyour rned℃ inestOShOwyourheaㄦ hㄈ areproviderand

pharrΥ╮aCi5t.

．
 YoucanaSkyourhea︳ 七hCareprOVideror pharrnaCiStfora︳ iStofrnediCationSthat

interact∴ w忙h下POXX

． DOn0七 5tart takin° anewmedicinew忙 houtte∥ in9yourheaㄦ hcareprovider.YOur   

一

hea｜thCareproviderCante｜ ︳youifit i55afeto take下 POXXWithotherrΥ�ddiCineS.     

一



!Howshou︳d︳ take了POXX?
︴下ake下POXXeXact︳ya5yourheaㄦhcareproviderte︳ ｜syo山

F°radu比Sandchi︳drenwhowe:9hat︳east再0kgandn心 morethan120k白
,

take3cap5u｜esof下POXXtllviceadaybyrΥ ╮outhfor孔碎days.

Foradu比Sandchi︳drenwhoweighat︳ eas七 120 kg,七 ake3Capsu︳ esof下POXX
｜threetirnesadayby了Ⅵouthfor1碎 days.

下POXXShou｜ dbe七akenWithin30rninutesaftereatin9afu︳ ︳,fattyrnea︳ .下a︳k toyour
hea︳thcarep「 ovideraboutexarnp︳ esoffood$thatyoucaneatthatContainabout25
gra㏑soffat.A︳waystak.┬ PO〤〤 w比hfood.
． Seethe”︳nstructionsforUse｜︳thatcomeswithyour下POXXfor in占truCtions onho巾
to prepareandtakeadoseof下POXXif:

。 yourChⅢdweighs︳os→ than猝0kg,OR
。 youoryourchi︳dhaVetrbub︳e5wa︳︳owinq下POXXcap5u｜ e5.

． StaVuㄇ derthecareofyourhealthcareproviderduringtrdatrⅥ en七 Ⅵ社h下POXX.
． Do notchanqeyourdoseor stop taking下POXX巾 ithoutta︳ kin9toyourhea︳ thcare

provider.

． ｜tiSiΓnportantto take下 POXXforthefLl︳｜1ㄥ dayCburseoftreat了Ⅵent.Do not rniss or
Skipadoseof下POXX.

． ︳fyoutaketoo much下 POXXJca︳︳yourheaㄦ hcarepro﹀ ider orgo to thenearest
hoSpita︳ erner9encyroor了 ╮ri9htaway.

Whatarethe PoSSib︳es︳deeffeεts ofTPOXX?
TPOXXmay〔 auseser︳ouss心ee什ectS,:nc︳ ud︳ng:

:． Lowb︳oodsugar｛ h｝ pog︳ycenpia比 └owb〡ood5U9arcanhappenwhen下 POXXis
takenvvithrepa9〡 inide,arㄚ╮ediCineu5edto treattype2diabetes.下 e｜｜yourhea〡 thcare
provideri° you9etanyo° the° o｜｜owin9symptoms o一 ｜owb｜oodsuga「 :

．headache
．droWs︳ ness
．hun9e「

．fee｜ingjitteryor shaky

．di22｜ ne5s

．ConfuSion

．swea〔 ing

．weakneSs
．fastheartbea七

．ir「 i七 abi｜ ity

Them°占tC°mmon s:deeffec七 S°f了P。〤〤 :nC︳ ude:
．headache ．StorΥ╮aChpain

．
nau5ea                             .von∩ iting

下heSearenota〡 ︳thepo5s〡 b〡esideeffeCt5of下 POXX.Ca〡｜yourdoㄈ torfo「 rnedica︳ advice
about sideeffects.Yournayreport sideef下 eCtStoFDAat1-800一 FDA-10880rtOS〡 GAat
1-888-899一 3碎 72.

H°wshou︳d︳ storeTPOX〤 ?

． Store下 POXXat roorn temperaturebetween68° Fto77° F(20° C〔o25° C)

． Keep下POXXin its ori9ina︳ con七ainer.

下PO〤〤 anda︳︳othermed比 ineSoutofthe reachofch:︳ dren.
:Genera︳ ;nform白 t︳onab。 utthesafeandeffect:veuseof了 POX〤 .

:︳〢edicinesareSo rnetirneSprescribedfor purposes otherthantho5e︳i5tedinaPatient
｜nformation〡 eaf︳ et.Do notuse下 PO)(XforaConditionfo「 whichitwa5not preSCribed



p︳e,even｜ftheyh台vetheSarnesympt° mS七hatyou
na5kyourpharmbCi5t orhea｜ thcarepro、 íde「 了or

Ⅵ↙rittenforhea｜ th rofeS5iona︳ S

hatarethe︳ngredients︳nT。 oX〤 ?

｜臘蝦擺彈齵J器:求擺華哎驟裝奲芭d
汁3,FD&Cye︳｜ow#6Jandtㄦaniumd㏑xide.

;Manufa廷 turedby:

仁at引entPharmaSo︳ uHOnS
1100Eㄇ terp比 eDㄇ唌

WinCheSterJKㄚ 猝0391

︳D︳stㄇbutedBy:
︳GA了 eChno｜ o9ies,lnC.

595SⅥ↙Resea㏄ h、Ⅳay
oⅣa｜ ｜i5,OR97333

FOr rno「 einfo rrnatio n o to、 lVWW.5︳ GA.C° m orCa︳〡1-888-899-3猝 72

下hiSPatient︳ nfo「rnat〡 onha5beenap pro\/edbytheU.5.FoodandDruq ︳sSued:1l/2021

Admini∫ tration

︳NSTRUCT︳ ON5「ORUSE
TPO〤〤 〔T己一PoX°rTee一 Pahx〕

｛tec°▼︳r︳了nat〕

capsu︳es

Readthi5︳ n5tructionsforUSebeforetakin9下POXXandfo｜〡oWthe5tep5be｜ o扣Ψto

prepareandgiveado一 eof下POXXtoadu｜tSOrChi︳drenWhohavetrbub︳ e5Wa︳｜OWing

下POXXCapsu〡 es.

Step1=Gatherthesupp｜ ie5youneedto prepareado5eo

． 1bott〡eof下POXX(1cap5u︳e=200m9ofmediCine)

． 1tab｜e5poon

． 1sma∥ bow︳

． YOurChoiCeof｜ iquidor softfood:

。 └iquidsucha單 rni｜ k,ChoCo｜ aterΥ╮i︳k orinfantf● rr了╮u︳ a

。 5oftfoodSuChaSapp｜ e5auceoryo9urt

一

SteP5=Findthenumberof下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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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OXX® (tecovirimat)用藥同意書 

 

一、 藥物說明： 

TPOXX ®(tecovirimat)在國內尚未取得藥物許可證，為因應猴痘治療需求，爰以專案

進口方式採購儲備TPOXX® (tecovirimat) 之抗病毒藥物供前開病患使用。 

 

二、 藥物組成： 

 

 

 

三、 注意事項： 

     有關本藥物詳細使用及相關副作用等資料參閱仿單或洽詢主治醫師。 

 

四、 治療劑量： 

體重40公斤至120公斤之成人每次600mg(3顆)，每日2次，治療14天。孩童劑量請參閱仿單。 

 

-------------------------------------------------------------------------------------------------------------------------- 

TPOXX® (tecovirimat)用藥同意書 

 

使用人姓名： 性別：□男 □女 

代理人姓名：_______________       

    關係：  □家屬，與病患之關係：_____  

            □關係人 

填寫日期：年 月 日 

聯絡電話：（ ） 手機： 

是否已詳閱並了解TPOXX® (tecovirimat)用藥說明（病人說明書

及使用說明）並同意用藥？ 

 

□是 □否 

 

使用人或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醫院 主治醫師： 

 

註:1.請主治醫師將本同意書影本交由轄區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備查。 
 

 

2.本藥物未領有我國主管機關核發藥物許可證，不適用藥害救濟法相關規定。 

商品名 TPOXX® (tecovirimat) 200mg 

成分‧含量 每錠含有tecovirimat 200mg 

附件二 



 

 

 

 
 

疾病管制署___區管制中心TPOXX® (tecovirimat)申請表(傳真) 

 
基本資料 

 
個案姓名： 法定傳染病通報編號：______________ 
 
生  日：____年____月____日 性別：□男 □女 體重：______公斤 
 
發病日：____年____月____日 收治醫院： 

 
申請適應症 

 

符合疾病管制署公布猴痘確定病例且具下列情形之一，並經醫師評估及病患/

家屬同意使用者。 

(一) 猴痘重症患者 

□出血性疾病 □融合型皮膚病灶 □敗血症 □腦炎。 

(二) □其他經疾病管制署同意使用之特殊情形。 

申請醫師確

認事項 

一、 本人已詳閱仿單，並評估患者使用本藥劑進行治療之風險及效益。 

二、 本人已向患者（或其家屬）詳細說明下列事項，並經其同意  

(一)需實施此項治療的原因  

(二)可能發生之不良反應及危險  

此致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_________區管制中心  

主治醫師簽章：                （聯絡電話或手機：                ）  

使用情形追蹤聯絡人：          （聯絡電話或手機：                ） 

 
 
 
 
 
 

附件三 



 

 

 

 

備註： 

1. 本藥物尚未取得我國藥物許可證，需謹慎評估用藥之安全及必要性，並需取得使用相

關人員同意及填寫「用藥同意書」及「使用紀錄表」。倘有需要請檢附病歷資料提供區

指揮官研判。 

2. 有關藥物存量可於申請前先電話詢問，並於本申請單填妥後，請回傳疾管署各區管制

中心承辦人，並電話確認。謝謝合作！各區管制中心猴痘口服抗病毒藥物承辦窗口聯

絡方式如下表。 

3. 院所需將核撥/出貨藥物所需作業時間，自行斟酌納入考量，或聯繫疾管署各區管制中心

承辦人自取。 

聯繫資料 

院所地址  

聯絡/收件人  

聯絡電話及傳真 TEL： FAX： 

配送方式： 

□ 自取，請聯繫轄區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後自取 

□ 寄送，配送地址： 

申請明細 

申請項目 
申請數量 

(200mg/顆) 

核撥數量 

(200mg/顆) 
核撥批號 

 

TPOXX®  
(tecovirimat) 

 
顆 

 
顆 

 

主治醫師 區指揮官同意 疾管署各區管制中 

心承辦人 
決行 

    



 

 

疾病管制署口服猴痘抗病毒藥物業務承辦窗口 
 

更新日期：111.07 
 

單位 聯絡人 電話 傳真 值班電話 轄區 

台北區 

管制中 

心 

 

莊小姐 

 
(02)8590-5000 

轉 5011 

 

(02)2550-5876 

 

(02)2550-9831 

新北市、台北 
市、基隆市、 

宜蘭縣、連江 

縣、金門縣 

 

北區管 

制中心 

 

王小姐 

 
(03)398-2789 

轉 128 

 

(03)3931723 

 

(03)3983647 

桃園縣、新竹 

縣、新竹市、 

苗栗縣 

 

中區管 

制中心 

 

張先生 

 
(04)24739940 

轉 215 

 

(04)24739774 

 

(04)24725110 

 

台中市、彰化 

縣、南投縣 

 

南區管 

制中心 

 

吳小姐 

 
(06)2696211 

轉 213 

 

(06)2906714 

 

(06)2906684 

雲林縣、嘉義 

縣、嘉義市、 

台南市 

高屏區 

管制中 

心 

 

曾小姐 

 
(07)5570025 

轉 601 

 

(07)5574664 

 

0912-204709 

 

高雄市、屏東 

縣、澎湖縣 

 

東區管 

制中心 

 

鄧小姐 

 
(038)223106 

轉 222 

 

(03) 8224732 

 

(03)8222690 

 

花蓮縣、台東 

縣 

 

整備組 陳小姐 

(02)23959825

轉 3136 

 

(02)23570944 
  

庫存調度 



 

 

 

 

TPOXX® (tecovirimat)使用紀錄表 
 

填表日期(西元)：  年  月  日（※不良事件另填寫藥物不良反應通報表） 
 

醫療機構名稱  

科別  主治醫師  

病歷號  

患者基本資料 

性別  年齡  體重  

潛在疾病與合併症 □有 □無 □不明 

過去病史 □有 □無 □不明 

藥物副作用與過敏史 □有 □無 □不明 

肝功能障礙 □有 □無 □不明 

腎功能障礙 □有 □無 □不明 

猴痘感染之狀態 

 實驗室檢查結果 採檢日期 ____月____日 ，陽性檢體，□水疱液  □其他 

初診時的體溫（℃）  

臨床症狀 

□皮膚疹(除口腔與生殖器外) □口腔黏膜病灶□生殖器皮膚病灶□發燒□

全身淋巴結腫大□局部淋巴結腫大□咳嗽□畏寒□喉嚨痛□肌肉酸痛□腹

瀉□噁心 / 嘔吐□結膜炎□頭痛□關節痛□全身倦怠□其他（

________________） 

治療經過 

治療天數 

【第 1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2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3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4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5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6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附件四 



 

 

【第 7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有無狀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8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9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10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11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12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13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狀有無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14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有無狀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15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有無狀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16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有無狀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17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有無狀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18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有無狀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19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有無狀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20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有無狀緩和：□有 □無 □無症狀 

【第 21 天】①體溫： ＿．_ ℃ ②臨床症有無狀緩和：□有 □無 □無症狀 

投藥狀況 

投與期間   年 月 日 ～ 年 月 日 

用法用量  

(若用法用量有變更時，請記載) 

投與頻率 

 

 

 

 

合併藥物使用狀況 

 

其它藥物 （一日量／投與期間／效果、使用理由等） 



 

 

追蹤病患用藥狀況(醫師填寫使用紀錄表後儘速回傳

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如遇個案發生不良反應，亦需至全國藥物不良反應通報系統

(https://adr.fda.gov.tw/)進行通報並下載該表單，一併傳真轄

區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個案療程結束後，由各區管制中心至防疫物資

管理資訊系統填報並將相關表單/預後資料回

報整備組備查。 

 

 

 
 

                                TPOXX® (tecovirimat)使用流程圖 
 
 

 
 

 

 
 

 

 
 

 

 
 

 

 

 

 

 

 

 

 

 

 

 

 

 

 

 

 

 

 

 

 

 

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回報區指揮官及需求醫院藥物將於 O 日 O 時送達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同意後用藥 

(指揮官協助指導用藥) 

通報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填寫 TPOXX ®(tecovirimat)申請單併同用藥同意書 

傳真至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 

醫院出現猴痘確診者且為重症患者或其他特殊情

形，經醫師評估並取得病患/家屬同意使用者 

附件五 



 

 

 

TPOXX®  (tecovirimat)配送地點與數量分配表 

疾病管制署區管中心 
數量 

瓶數(人份) 

臺北區 400瓶(200人份) 

北區 150瓶(75人份) 

中區 160瓶(80人份) 

南區 120瓶(60人份) 

高屏區 156瓶(78人份) 

東區 22瓶(11人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