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Letybo injection 

Clostridium botulinum toxin type A 

 

保提拉®凍晶注射劑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95 號 

本藥限由醫師使用 

 

組成 

每 50 單位、100單位及 200 單位小瓶裝分別包含： 

 50 單位 100 單位 200 單位 

活性成分：A型肉毒桿菌毒素 

          (CBFC26 菌株) 

50 單位(U)* 100 單位(U)* 200 單位(U)* 

穩定劑：人血清白蛋白 0.25 mg 0.5 mg 1.0 mg 

等張劑：氯化鈉 0.45 mg 0.9 mg 1.8 mg 

*單位(U)：注射於老鼠腹膜內時，計算出導致 50%死亡率之平均致死劑量 (LD50)。 

 

描述 

外觀是注射用白色凍乾粉末，放在無色透明的小藥瓶中，加入稀釋劑(0.9%生理食鹽水)時會變成無色透明液體。 

 

適應症 

暫時性改善因皺眉肌及(或)鼻眉肌活躍而出現之中度至重度皺眉紋。 

 

施用劑量與方法 

使用 0.9%無防腐劑的滅菌鹽水調製本產品，以達到 100 U/2.5 mL (4 U/0.1mL)濃度。使用 30G 尺寸

的針頭，於 5 個注射部位分別打入 0.1mL 調製後劑量。這五個注射部位為：每條皺眉肌注射 2 劑，

鼻眉肌注射 1劑，總共注射 20 U。 

為了降低眼瞼下垂的併發症，應避免於提上眼瞼肌附近注射，尤其是具有較大降眉肌複合體的患者。

注射至皺眉肌的內側端和眉毛的中線上時，注射部位離眉稜至少 1 公分(在上眼瞼上部上方可摸到

的硬骨界線)。應小心避免將本產品注射至血管內。在注射之前，應將拇指或食指緊緊放在眼眶緣

下方以防止藥品滲出至此部位。在注射時，針頭應朝向高處和中間，且應注射精確的劑量。 

 

皺眉紋是由於皺眉肌和眼輪匝肌活動所產生。這些肌肉使眉毛能夠向內活動，而鼻眉肌和降眉肌可將眉毛向下拉，進而

產生”皺眉”。由於每個人的肌肉位置、大小和使用方式不同，因此臉上紋路的有效注射劑量需經過整體觀察病患可活動

表淺肌肉的能力而得。 

本品於中重度皺眉紋之適應症僅有單次使用之資料，重複施打本品於中重度皺眉紋之療效與安全性尚未確認(詳見臨床試

驗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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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技術 

在注射之前，應使用無防腐劑的生理食鹽水調製冷凍乾燥的本產品。0.9%注射用的生理食鹽水(氯化鈉溶液)為建議之稀釋

劑。依照下列的稀釋表，將適當的稀釋劑抽入適當大小的注射器。由於泡沫的形成或劇烈的攪動可能會造成本產品變性，

應緩慢地將稀釋劑注射到小藥瓶， 

如果小藥瓶有破損或沒有呈現真空狀態，則不使用本產品。在標籤上記錄調製的日期和時間。調製後的本產品應馬上使

用，若無法馬上使用，應存放於冷藏(2~8℃)且於 24 小時內施用。調製後的本產品應為無色透明，且見不到異常物質。在

施用之前，應以肉眼檢查調製後的產品是否有異常物質和變色情形。由於本產品及稀釋劑皆不含防腐劑，一個小藥瓶產

品只能單次使用於一位患者。 

 

[稀釋表] 

 加入的稀釋劑 

(0.9%注射用的氯化鈉溶液) 
調製後劑量 (U/0.1 mL) 

50 單位 

0.5 mL 10.0 U 

1.0 mL 5.0 U 

2.0 mL 2.5 U 

4.0 mL 1.25 U 

100 單位 

1.0 mL 10.0 U 

2.0 mL 5.0 U 

4.0 mL 2.5 U 

8.0 mL 1.25 U 

200 單位 

1.0 mL 20.0 U 

2.0 mL 10.0 U 

4.0 mL 5.0 U 

8.0 mL 2.5 U 

注意：此稀釋劑量是以 0.1 mL 注射體積來計算。可藉由調整注射體積從 0.05 mL (劑量減少 50%)至 0.15 mL (劑量增加 50%)

來減少或提高施打劑量。 

 

注意事項 

1. 警告事項 

由於本產品的活性成分 A 型肉毒桿菌毒素是由肉毒桿菌所產生，應完全瞭解施用的注意事項，並嚴格遵守建議的施用方

法和劑量。施用本產品的醫師必須充分瞭解相關部位的神經肌肉和眼窩的解剖結構，以及因之前的手術對解剖結構的任

何改變。 

另外也必須瞭解標準的肌電圖(EMG)技術。不可超過建議劑量和施用頻率。 

(1) 毒素作用的遠端轉移：肉毒桿菌毒素可能會從注射部位轉移至其他部位而產生副作用。可能會發生的症狀包括虛

弱、全身性肌肉無力、發音困難、言語障礙、口吃、膀胱失禁、呼吸困難、吞嚥困難、視力重疊、視力模糊和眼

瞼下垂。吞嚥困難或呼吸困難可能會危及生命。過去曾經有過毒素轉移導致死亡的案例。用於治療患有腦性麻痺

痙攣的兒童的風險特別大，但是相同的症狀也會發生於治療腦性麻痺痙攣或其他疾病的成人。以上的不良反應也

曾發生於以治療斜頸症的劑量或更低劑量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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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敏性反應：嚴重和(或)立即的過敏性反應曾被報導於其他肉毒桿菌毒素產品。這些反應包括急性過敏、蕁麻疹、

軟組織水腫和呼吸困難。有一個急性過敏的案例是使用利度卡因(lidocaine)當作稀釋劑，但是致病劑尚未清楚確定。

如果在注射本產品後發生過敏性反應，應停止繼續注射本產品，並立即進行適當的治療。 

(3) 預先存在的神經肌肉障礙：在罹患周邊運動神經系統疾病(如肌萎縮性脊隨側索硬化症、運動神經病變)或神經肌肉

接合疾病(如重症肌無力或藍伯‒伊頓肌無力症)的患者中，即使注射肉毒桿菌毒素的一般治療劑量，明顯的全身性

反應的風險仍可能會增加，包括嚴重吞嚥和呼吸困難。依據其他肉毒桿菌毒素產品的臨床文獻，在可識別或不可

識別的神經肌肉疾病患者中，少見有因肉毒桿菌毒素的一般治療劑量所引起的全身性嚴重過敏性反應。在某些病

例中，由於吞嚥困難持續好幾個月，因此必須使用胃管餵食。 

(4) 吞嚥困難：使用肉毒桿菌毒素治療斜頸症的患者時，吞嚥困難是常見的不良反應。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罹患嚴

重吞嚥困難的患者必須以胃管餵食。曾經有發生吞嚥困難後產生吸入性肺炎致死的案例。 

(5) 有報導指出在施用其他肉毒桿菌毒素產品後導致的心血管疾病的不良反應，包括心律不整和心肌梗塞，但是某些

病例會致死。其中有些患者本來已有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因子。 

(6) 利用其他肉毒桿菌產品治療斜視時，由於針穿入眼球周遭，眼球後方可能會發生視網膜出血。建議以適當儀器降

低眼眶壓力。外物穿刺傷害眼球的情形也有可能發生，此時須使用眼底鏡檢查眼睛狀況。一或以上的眼眶外肌肉

發生麻痺可能產生空間迷失、複視或過指情形。遮住眼睛可減緩這些症狀。 

(7) 眼瞼痙攣：因肉毒桿菌毒素注射至眼輪匝肌而造成的眨眼次數減少可能導致角膜暴露、持續性角膜上皮缺損及角

膜潰瘍，尤其是第七對腦神經失調患者。使用其他肉毒桿菌毒素產品治療眼瞼痙攣時，曾經發生一無晶狀體眼角

膜穿孔的案例因為此現象而需要進行角膜移植。在執行前必須仔細檢查眼睛角膜知覺和避免注射至下眼瞼以減少

眼瞼外翻的風險。須對角膜上皮缺損進行完整的治療，可能包括保護性藥水、軟膏、治療式軟式隱形眼鏡、使用

眼罩或其他方式遮住眼睛。 

(8) 肉毒桿菌產品之間缺乏互換性：由於每個產品的肉毒桿菌毒素效價單位具有特異性，本產品無法與其他肉毒桿菌

毒素產品進行互換。因此，某個肉毒桿菌毒素產品的單位生物活性無法利用其他特殊之評估方法與任何其他肉毒

桿菌毒素產品的單位進行轉換或比較。 

(9) 注射於或接近易受傷害解剖位置：注射於或接近易受傷害解剖位置須小心。嚴重不良反應，包含死亡曾經被報導

於使用其他肉毒桿菌毒素產品注射於唾液腺、口舌-咽部位、食道和胃部。有些病患於先前有發生吞嚥困難或虛弱

情形(對於這些部位的適應症並沒有進行安全或有效性評估)。發生於注射期間的氣胸也曾經被報導在使用其他肉毒

桿菌毒素產品注射於胸腔時。注射接近肺臟的相關警語已包含，尤其是肺尖端。 

(10) 上肢痙攣或神經疾病相關的逼尿肌過動症患者治療後對肺部與呼吸狀態的影響：上肢痙攣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

曾經被報導比起安慰劑組，發生上呼吸道感染及肺功能下降(肺活量[FVC]下降≥15%)的情況更為頻繁。與神經疾病

相關的逼尿肌過動症患者使用其他肉毒桿菌產品治療後，也曾被報導過有肺功能下降(肺活量[FVC]下降≥15%)及呼

吸困難的情形。 

(11) 上肢痙攣患者治療後產生支氣管炎和上呼吸道感染：和安慰劑相比，對施用過其他肉毒桿菌毒素的上肢痙攣患者

而言，支氣管炎是很常被報導的不良反應。而上呼吸道感染在施用肉毒桿菌毒素治療後的伴隨呼吸道功能下降的

上肢痙攣患者，也很常被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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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忌症 

(1) 對本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的患者 

(2) 罹患全身性神經肌肉接合疾病的患者(如重症肌無力、藍伯‒伊頓肌無力症或肌萎縮性脊隨側索硬化症)。這些疾病

可能會因本產品的肌肉鬆弛效果而惡化。 

(3) 懷孕或哺乳期的婦女。 

 

3. 下列受試者施用本藥品時應採取之注意事項 

(1) 接受肌肉鬆弛劑治療的患者(如氯化筒箭毒鹼(tubocurarine chloride)、丹曲林鈉(dantrolene sodium))：肌肉鬆弛效果

可能會加劇，或吞嚥困難的風險可能會增加。 

(2) 服用可能有肌肉鬆弛效果藥物的患者，如鹽酸大觀霉素 (spectinomycin hydrochloride)、胺基苷類抗生素

(aminoglycosides antibiotics)(如硫酸慶大霉素(gentamicin sulfate)或硫酸新黴素(neomycin sulfate))、多肽抗生素

(polypeptide antibiotics)(如硫酸多粘菌素 B(polymixin B sulfate))、四環素類抗生素(tetracyclines antibiotics)、林可酰

胺類(lincosamides)、肌肉鬆弛劑(muscle relaxants)(如巴氯芬(baclofen))、抗膽鹼劑(anti-cholinergics)(如東茛菪鹼丁基

溴(scopolamine butylbromide)或鹽酸苯海索(trihexiphenidyl hydrochloride))、苯二氮類(benzodiazepines)(如丹祈屏

(diazepam))及其類似物(如依替唑侖(etizolam))或苯甲酰胺類(benzamides) (如鹽酸硫必利(tiapride hydrochloride)或

舒必利(sulpiride))。肌肉鬆弛效果可能會加劇，或吞嚥困難的風險可能會增加。 

 

4. 臨床試驗資訊 

(1) 本品(試驗組)於韓國針對 18 歲至 65 歲、被醫師評定在眉頭緊皺(maximum frown)時，皺眉嚴重程度(physician’s 

rating line severity)為 2-3 級中度至重度皺眉紋的成人男性/女性之受試者，進行雙盲、隨機、活性對照(Botox®)比

較、多中心設計的第三期臨床試驗，試驗之主要療效指標為於治療後第 4 週受試者眉頭緊皺時皺眉紋嚴重程度之

緩解率(不劣性 margin 選取為 14.57%)，緩解的定義為: 在眉頭緊皺時(at maximum frown)，physician’s rating line 

severity 為 0 或 1。272 名隨機分派的受試者中，134 名接受試驗組治療，138 名接受對照組治療，試驗組平均年

齡為 48 歲，對照組平均年齡為 49 歲。其 FAS 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試驗組(134 名受試者)緩解率為 90.3%，對照组

(134 名受試者)緩解率為 81.34%，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試驗組治療效果不劣於對照组(差異為 8.96%, 2-sided 95% C.I. 

using Chow’s method: 0.63, 17.28)。此外，本產品(試驗組)於注射後第 8 週、第 12週及第 16 週眉頭緊皺時的緩解

率分別為 70.9%、56.72%及 45.52%，對照组於注射後第 8週、第 12週及第 16週眉頭緊皺時的緩解率分別為 64.93%、

49.25%及 37.31%。本試驗中，PP 分析結果與 FAS 分析結果一致。 

(2) 本品(試驗組)於台灣針對 20 歲至 75 歲、被醫師評定在眉頭緊皺(maximum frown)時，皺眉嚴重程度(physician’s 

rating line severity)為 2-3 級中度至重度皺眉紋的成人男性/女性之受試者，進行雙盲、隨機、活性對照(Botox®)比

較、多中心設計的第三期臨床試驗，試驗之主要療效指標為於治療後第 4 週受試者眉頭緊皺時皺眉紋嚴重程度之

緩解率(不劣性 margin 選取為 15.6%)，緩解的定義為: 在眉頭緊皺時(at maximum frown)，physician’s rating line 

severity 為 0 或 1。212 名隨機分派的受試者中，105 名接受試驗組治療，107 名接受對照組治療，試驗組平均年

齡為 46 歲，對照組平均年齡為 45 歲。其 FAS 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試驗組(105 名受試者)緩解率為 90.5%，對照组

(106 名受試者)緩解率為 90.6%，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試驗組治療效果不劣於對照组(差異為-0.1%, 2-sided 95%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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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Chow’s method: -8.0, 7.9)。此外，本產品(試驗組)於注射後第 8 週、第 12週及第 16 週眉頭緊皺時的緩解率分

別為 84.8%、71.4%及 58.7%，對照组於注射後第 8週、第 12 週及第 16 週眉頭緊皺時的緩解率分別為 83.0%、71.7%

及 59.0%。本試驗中，PP 分析結果與 FAS 分析結果一致。 

 

5. 不良事件 

(1) 一般資訊 

在使用肉毒桿菌毒素治療後少見會發生吞嚥困難、肺炎和/或其他嚴重嗜睡或與過敏性反應相關的致死案例。另外，

心血管疾病的不良事件，包括心律不整和心肌梗塞，很少發生，某些病例會致死。這些不良事件與肉毒桿菌毒素

的確切因果關係尚未確定。使用其他肉毒桿菌毒素產品會發生下列不良事件，但是這些事件與肉毒桿菌毒素的關

係尚未知：皮疹(包括多形性紅斑、蕁麻疹、牛皮癬皮疹)、發癢和過敏反應。一般來說，不良事件通常都會在注射

後一週內發生。然而通常為暫時性反應，但也可能持續幾個月。與注射相關的不良事件包括局部疼痛、觸痛和/

或瘀傷、注射部位緊繃感、注射部位腫脹或發熱、注射部位或鄰近肌肉之高張力。注射部位的短暫無力反映出肉

毒桿菌毒素預期的藥理作用。然而，鄰近肌肉的無力感可能是因為毒素轉移所產生。對眼瞼痙攣或斜頸症患者施

用藥物時，肌肉無力或電生理學抖動-電波的暫時干擾增加與某些離注射部位遠處的肌肉的電生理學異常不相關。 

 

(2) 皺眉紋 

本產品在韓國執行評估改善中度至重度皺眉紋的臨床試驗結果顯示，134 位年齡 18-65 歲接受本產品的受試者中，

不良事件發生率為 28.4%，輕微至中度的不良事件占絕大部分，有一件(0.7%)嚴重不良事件發生(腿部蜂窩性組織

炎)。其中較為常見的不良事件別分為:感染及侵擾(10 位(7.5%))、眼睛疾病(10 位(7.5%))、一般症狀及注射部位反應

(6 位(4.5%))、皮膚和皮下組織疾病(6 位(4.5%))。 

本產品於台灣執行評估改善中度至重度皺眉紋的臨床試驗結果顯示,於104位年齡20-75歲接受本產品的受試者中，

不良事件發生率為 25.7%。輕微至中度的不良事件占絕大部分，當中有 1 件(0.95%)與本產品不相關之嚴重不良事

件發生(大腸癌併肝轉移)。其中較為常見的不良事件分別為:感染及侵擾(9 位(8.6%))、眼睛疾病(4 位(3.8%))、一般

症狀及注射部位反應(3 位(2.9%))、腸胃系統疾病(3位(2.9%))。 

器官系統不良事件 不良事件(發生率)-韓國 不良事件(發生率)-台灣 

感染及侵擾 

7.5% 8.6% 

流感(1.5%)、支氣管炎(0.7%)、慢性鼻竇

炎 (0.7%)、膀胱炎 (1.5%)、肢端皮膚炎

(0.7%)、蜂窩性組織炎 (0.7%)、毛囊炎

(0.7%)、生殖器疱疹(0.7%)、咽扁桃腺炎

(0.7%)、牙髓炎(0.7%)、呼吸道(0.7%) 

急性鼻竇炎(1.0%)、支氣管炎(1.0%)、

牙周炎 (1.0%) 、咽炎 (1.9%) 、肺炎

(1.0%)、氣管炎(1.0%)、上呼吸道感染

(1.9%)、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3.8%) 

一般症狀及注射部位反

應 

4.5% 2.9% 

注射部位反應(3.0%)、胸痛(0.7%)、注射

部位腫脹(0.7%) 

注射部位疼痛 (1.0%)、注射部位搔癢

(1.0%)、腫脹(1.0%) 



6 
 

眼睛疾病 7.5% 3.8% 

眼瞼下垂(4.5%)、結膜炎(1.5%)、眼瞼水

腫(0.7%)、眼瞼痙攣(0.7%)、眼瞼感覺障

礙(0.7%)、乾眼症(0.7%) 

眼瞼下垂(2.9%)、乾眼(1.9%) 

神經系統疾病 
7.5%  

頭痛(0.7%)、不自主肌肉收縮(0.7%)  

呼吸、胸腔和縱膈疾病 
1.5%  

咳嗽(0.7%)、口咽疼痛(0.7%)  

皮膚和皮下組織疾病 

4.5%  

接觸性皮膚炎(1.5%)、粉刺(0.7%)、 

皮膚乾燥(0.7%)、過度角化(0.7%)、搔癢

(0.7%)、皮脂腺增生(0.7%) 

 

受傷、中毒或受術併發

症 

3.7%  

關節扭傷(1.5%)、挫傷(0.7%)、臉部受傷

(0.7%)、肌肉受傷 (0.7%)、肌肉拉傷

(0.7%)、眶周血腫(0.7%)  

 

肌肉骨骼和結締組織疾

病 

1.5%  

背部疼痛(1.5%)  

腸胃道疾病 

1.5% 2.9% 

腹瀉(0.7%)、胃食道逆流(0.7%) 
便祕(1.0%)、胃食道逆流(1.0%)、齲齒

(1.0%)、腸阻塞(1.0%)、掉牙(1.0%) 

代謝和營養失調 
0.7%  

高血脂症(0.7%)  

耳和耳內迷路疾病 
0.7%  

梅尼爾氏症(0.7%)  

腎臟和尿道疾病 
0.7%  

腎病變(0.7%)  

血管疾病 
0.7%  

周邊血管疾病(0.7%)  

心臟疾病 
0.7%  

高血壓性心髒病(0.7%)  

肝膽疾病 
0.7%  

肝脂肪變性(0.7%)  

實驗室檢查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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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酶增加(0.7%)  

良性、惡性和不明腫瘤 
0.7%  

皮膚乳頭狀瘤(0.7%)  

精神疾病 
0.7%  

沮喪(0.7%)  

生殖系統和乳房疾病 
0.7%  

乳房疾病(0.7%)  

 

在韓國試驗中無法排除與本產品具有因果關係的不良反應包括:注射部位反應(4 位(3.0%))、注射部位腫脹(0.7%)、

眼瞼下垂(6 位(4.5%))、結膜炎(0.7%)、眼瞼痙攣(0.7%)、眼瞼感覺障礙(0.7%)、頭痛(0.7%)與接觸性皮膚炎(0.7%)。

在台灣臨床試驗中無法排除與本產品具有因果關係的不良反應包括:注射部位疼痛(1 位(1.0%))、注射部位發癢(1

位(1.0%))、腫脹(1 位(1.0%))、眼瞼下垂(3位(2.9%))。 

器官系統不良反應 不良反應(發生率)-韓國 不良反應(發生率)-台灣 

一般症狀及注射部位

反應 

3.7% 2.9% 

注射部位反應 (3.0%)、注射部位腫脹

(0.7%) 

注射部位疼痛(1.0%)、注射部位發癢

(1.0%)、腫脹(1.0%) 

眼睛疾病 

5.2% 2.9% 

眼瞼下垂(4.5%)、結膜炎(0.7%)、眼瞼痙

攣(0.7%)、眼瞼感覺障礙(0.7%) 

眼瞼下垂(2.9%)。 

神經系統疾病 
0.7%  

頭痛(0.7%)  

皮膚和皮下組織疾病 
0.7%  

接觸性皮膚炎(0.7%)  

   韓國上市後監督結果 

① 在韓國，上市後監督 815 位中度或重度皺眉紋使用者 4年，不良事件發生率為 6.38%(52/815，64 例)。當中無法排

除與藥物使用有關的不良事件發生率為 4.79%(39/815，45 例)，包括在注射部位反應 1.23%(10/815，10 例)、注射

部位瘀傷及眼部感覺障礙 0.98%(8/815，8 例)、注射部位搔癢 0.74%(6/815，6 例)、頭痛 0.61%(5/815，5 例)、眼周

腫脹 0.37%(3/815，3 例)、注射部位壓力 0.25%(2/815，2 例)、注射部位皮疹 0.12%(1/815，1 例)、注射部位腫脹

0.12%(1/815，1 例)及眼瞼下垂 0.12%(1/815，1 例)。未發生嚴重不良事件和嚴重不良反應。 

 

非預期不良事件的發生率為 2.94%(24/815，26 例)，其中注射部位瘀傷發生率為 0.98%(8/815，8 例)，眼周腫脹、

感冒各有 0.37%(3/815，3 例)，注射部位皮疹、注射部位壓力、過敏性皮炎各有 0.25%(2/815，2 例)，潮紅、皮炎、

胸痛、噁心、手術部位反應、陰道炎各 0.12%(1/815，1例)。當中無法排除與藥物使用相關的非預期不良反應發生

率為 1.60%(13/815，14 例)，包括注射部位瘀傷佔 0.98%(8/815，8 例)，眼周腫脹佔 0.37%(3/815，3 例)，注射部位

壓力佔 0.25%(2/815，2 例)，注射部位皮疹佔 0.12%(1/815，1 例)。未發生非預期嚴重不良事件和非預期嚴重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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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 

② 在上市後研究結束時，根據韓國所有註冊藥物(1989~2017.2)的不良事件報告，評估本產品上市後研究和自願報告

不良事件的所有結果。沒有發現其他藥物產品未報導過的統計顯著不良事件。 

 

6. 一般注意事項 

(1) 本產品含有自人體血液取得的白蛋白。施用人體血液或血漿製造的藥物時，無法完全排除傳輸感染疾病的可能性。

這也可能包含未知的病原物質。為了減低傳輸這些感染物質的風險，會對白蛋白的製造過程特別小心，包含病毒

去除和/或滅活程序，並謹慎篩選供體和適當檢測供體濃度。 

(2) 本產品對於操作機械或交通工具的影響無法預測，因為相關能力也可能會受到疾病本身的影響。 

(3) 皺眉紋：臉部麻痺或眼瞼下垂症狀的病患、建議注射部位有感染、皮膚病徵或疤痕的病患、接受臉部整形手術，

如組織填充、提眉和皮膚表面重建的病患、因其皺眉紋無法以手指撫平而被認為不適合的病患，其狀況無法藉由

實質方法充分改善已於第三期臨床試驗中被排除。本品於皺眉紋的適應症並無重複施打之經驗。本品於眼瞼痙攣

的臨床試驗中，第二次施打的中位數時間為 125 天(平均 125±4.37 天)。建議注射此產品的頻率不高於每四個月一

次，且必須施打最小有效劑量。 

 

7. 藥物交互作用 

(1) 其他肉毒桿菌毒素產品的效果會經由胺基苷類抗生素(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或影響神經肌肉傳導的藥物(肌肉

鬆弛劑 (muscle relaxants)，如箭毒類 (tubocurarine class)而增效。禁止將肉毒桿菌毒素與胺基苷類抗生素

(aminoglycoside antibiotics)或大觀黴素(spectinomycin)合併使用。對施用本藥物的患者使用多粘菌素(polymyxin)、四

環素(tetracycline)、林可黴素(lincomycin)，應採取預防措施。 

(2) 同時或在幾個月內施用不同血清型的肉毒桿菌神經毒素的效果未知。在之前施用的肉毒桿菌毒素效果消散前施用

另一種肉毒桿菌毒素可能使得神經肌肉無力加劇。 

 

8. 施用於懷孕或哺乳期之女性 

本產品對於懷孕或哺乳期婦女的安全性尚未確立。對處於胎兒器官形成期（妊娠 5~16 天）的懷孕大鼠以肌肉注射方

式施以每日 1, 4 和 8 U/kg 劑量之本產品共 12 天後，均觀察到懷孕母鼠之後肢麻痺以及因肌肉麻痺而出現的現象（例

如體重下降等），並在注射部位觀察到慢性肌炎。在施以每日 4 U/kg 以上的母鼠中，則發生食慾下降及胸線、脾臟、

腎臟、心臟、肺臟、肝臟重量明顯減少，並抑制體重增加的情形。施以每日 1 U/kg 以上的母鼠，觀察到其胎兒有畸

形及體重與骨生成下降等現象，推測與前述之母體毒性有關，而非本產品直接造成之毒性反應。當施用本產品於懷孕

女性時，應告知其本產品於大鼠中的毒性。 

肉毒桿菌毒素是否會分泌於乳汁仍未知。由於許多藥物會分泌於乳汁內，因此應小心監測注射本產品的哺乳期婦女。 

在懷孕期間或哺乳期不建議使用本藥物。 

 

9. 施用於兒童 

尚未有本產品對於兒童及未滿 18 歲的青少年觀察眼瞼痙攣和皺眉紋，和於未滿 20 歲的青少年觀察肌肉痙攣(中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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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痙攣)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而因小兒腦性麻痺的痙攣所導致的動力性馬蹄足畸形的未滿 2 歲兒童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研究尚未被研究，因此需特別小心。 

 

10. 施用於年齡 ≥ 60歲以上 

在針對皺眉紋所進行的臨床試驗中，對於年齡大於等於 60 歲以上的受試者使用本產品的臨床資料相當有限(12 名受

試者)。 

 

11. 致癌性、致突變性、致畸胎性 

目前尚未進行過評估本產品之致癌性或突變性研究。在大鼠試驗中未觀察到由本產品直接造成之致畸胎作用（詳見注

意事項第 8 點）。 

 

12. 劑量過量之管理 

劑量過量的徵兆和症狀不會於注射後立即明顯出現。若不小心注射或口服，應持續幾週監測是否有全身無力或麻痺的

徵兆和症狀。如果在事件發生後立即確認是劑量過量或誤用，應使用抗毒素。但是在施用抗毒素時，抗毒素不會扭轉

任何已經出現的症狀。 

如果口咽和食道的肌肉受到影響，可能會發生誤吸而導致吸入性肺炎。如果呼吸肌肉麻痺或鬆弛，可能需要插管並協

助呼吸直到恢復正常為止。除了一般的支持性療法外，有可能會需要進行氣切和/或使用呼吸器進行治療。這類的病

患必須立即考慮住院以進一步進行醫療評估與適當治療。 

 

13. 使用注意事項 

注射前，應使用無防腐劑的無菌生理食鹽水來溶解凍乾的本產品。建議稀釋劑是 0.9%的氯化鈉。將適量的稀釋劑抽

入適當尺寸的注射器。由於泡沫的形成或劇烈的攪動可能會造成本產品變性，稀釋劑需慢慢地將注入小藥瓶。請將稀

釋劑無法因真空而注入的小藥瓶。在標籤上記錄調製日期和時間。調製後的藥物應於 24 小時內施用。調製的溶液應

存放於冷藏狀態(2~8℃)。溶解時，調製的藥物應為清晰無色，且見不到異常物質。在施用前應仔細檢查非口服製劑

是否有異物或變色。由於藥物本身或稀釋劑中都不含任何防腐劑，一個小藥瓶只能使用在一位患者。 

本產品韓國臨床試驗結果呈現受試者於注射後皆無產生中和性抗體。 

 

14. 儲存和處理之注意事項 

未開封的本產品應以冷藏儲存(2~8℃)。調製後可存放於冷藏狀態下(2~8℃)不超過 24 小時。 

過期的小藥瓶或是任何與產品有接觸的物品須依照醫療安全棄置方式處理。小藥瓶或注射器中殘餘藥物應以次氯酸鹽

溶液(0.5% 或 1% hypochlorite solution)去活性。 

 

15. 病患資訊 

病患若對本產品的效能和風險有任何疑慮，請諮詢醫師。請注意不良事件的徵兆和症狀。若發生任何不尋常症狀，包

括肌肉無力或吞嚥、言語或呼吸困難，請立即就醫。不良事件可能會在治療後數小時或數週內出現。長時間久坐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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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後可能會出現眼瞼痙攣。工作性質為久坐的患者在施用本藥物後應小心且緩慢地開始從事活動。 

本產品透過結合運動神經末梢的受體、進入神經末梢並抑制乙醯膽鹼的釋放以阻斷神經肌肉傳導。在肌肉注射治療劑

量時，本產品會產生肌肉的部分化學去神經化，造成局部的肌肉麻痺。此外可能發生肌肉萎縮、軸突生長及於接合處

外生成乙醯膽鹼受體。肌肉的神經再支配顯示本產品造成的全身性無力可能是可逆的。 

肉毒桿菌毒素的麻痺效果可有效減緩眼瞼痙攣造成的異常過度收縮。然而，A 型肉毒桿菌毒素抗體的形成可能使肉毒

桿菌毒素治療效果降低。 

 

16. 生育力損害 

尚未有本產品對於生育力影響進行評估的研究，因此無法排除本產品發生生育力損害的可能性。 

 

17. 一般毒理學試驗 

(1) 單一劑量毒性：對大鼠以肌肉注射方式施以 6, 30 和 150 U/kg 單一劑量的本產品時，在施以 6 U/kg 以上的大鼠中

觀察到肌肉麻痺以及因肌肉麻痺而出現的現象（例如體重下降等）。在施以 150 U/kg 的組別中觀察到部分大鼠死

亡；母大鼠發生了肌肉麻痺、腎上腺素神經阻斷症候群、抑制體重增加、於眼睛、鼻子、會陰部周圍出現暗紅色

分泌物及胸腺萎縮的情形。對狗以肌肉注射方式施以 2.5, 10 和 40 U/kg 單一劑量的本產品時，並無任何不良反應

發生，因此於 7天後再施以 50, 100 和 200 U/kg 等更高的劑量繼續觀察。結果顯示施以 200 U/kg 的狗並無死亡、

臨床表徵改變、體重改變或注射部位改變的情形發生。 

(2) 重複劑量毒性：對大鼠以肌肉注射方式施以每周 1.5, 3和 6 U/kg 劑量的本產品持續 4 周（總共施打 5 次）時，在

施以 1.5 U/kg 以上的大鼠中觀察到肌肉麻痺；在施以 3 U/kg 以上的大鼠中觀察到肌肉收縮；施以 3 U/kg 的公大鼠

及施以 6U/kg 的公大鼠分別發生了鈣下降的情形；施以 6 U/kg 的公大鼠發生了抑制體重增加、後肢麻痺、注射部

位肌肉收縮及食慾下降的情形；在施以 6 U/kg 以上的大鼠發生肌酸酐下降的情形。對狗以肌肉注射方式施以每周

3, 10 和 30 U/kg/day 劑量的本產品持續 4周（總共施打 5 次）時，並無死亡、體重改變、臨床表徵改變及注射部

位改變等情形發生。 

 

作用機制 

本產品藉由抑制神經末梢乙醯膽鹼的釋放，進而阻斷神經肌肉接合處的膽鹼傳遞。此抑制作用的發生過程如下：肉毒桿

菌毒素進入突觸前神經末梢細胞內，細胞內低 pH 值的環境會使得毒素蛋白質結構產生變化，促進重鏈和輕鏈的分離。其

輕鏈可裂解乙醯膽鹼釋放時所必需的突觸前目標蛋白 SNAP25，使乙醯膽鹼無法被釋放，導致神經麻痺，使肌肉無法收縮。

神經衝動的傳遞在新的神經末端形成後便會重新發生。 

 

儲存條件與有效日期 

在冷藏下 (2-8℃) 儲存於密閉容器中，有效日期為製造日起 36個月內。 

 

供應包裝 

50 單位/小瓶 (1小瓶)、100 單位/小瓶 (1 小瓶)、200單位/小瓶 (1 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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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廠名稱：Hugel, Inc.  

製造廠地址：61-20, Sinbuk-ro, Sinbuk-eup, Chuncheon-si, Gangwon-do, Korea 

藥商名稱：富凱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藥商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88 之 5 號 5樓 

 

※ 您可於我們的網站獲得更多資訊 (www.hugel.co.kr) 

Letybo injection 

http://www.hugel.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