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XLOVID™
消費者醫學資訊 (Consumer Medicine Information, CMI) 摘要
下一頁的完整 CMI 載有更詳細的資料。如果你擔心服用此藥物，請諮詢你的醫生或藥劑師。



此藥物是全新的，或用途有所不同。請報告副作用。進一步詳情請參考完整的 CMI。

1. 為何我要服用 PAXLOVID？
PAXLOVID 是一種含有兩種不同藥片的藥物；一種含有活性成分 nirmatrelvir，另一種含有活性成分 ritonavir。
PAXLOVID 用以治療有較高風險惡化至住院或死亡的成人所患的 2019 冠狀病毒病。
如需更多資料，請參考第 1 節。為何我要服用 PAXLOVID？

2. 我服用 PAXLOVID 之前應知道甚麼？
如果你曾對 PAXLOVID 或 CMI 最後部分所列的任何成分出現過敏性反應，請勿服用。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疾病，或你的腎臟或肝臟功能減退，請與你的醫生商量。你不可與某些藥物一同服用 PAXLOVID，因
為這些藥物可能會引致嚴重或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或影響 PAXLOVID 如何發揮作用。
如果你懷孕或計劃懷孕、母乳餵哺或計劃母乳餵哺，請告知你的醫生。
如需更多資料，請參考完整 CMI 中的第 2 節。我服用 PAXLOVID 之前應知道甚麼？

3. 如果我正在服用其他藥物呢？
有些藥物可能會干擾 PAXLOVID 並影響其如何發揮作用。
這些藥物的列表列於完整 CMI 中的第 3 節。如果我正在服用其他藥物呢？

4. 我該如何服用 PAXLOVID？
你的醫生將確定你需要服用多少 PAXLOVID。這視乎你是否患有腎臟問題而定。
Nirmatrelvir 必須與 ritonavir 一同服用。
更多指示可參考完整 CMI 中的第 4 節。我該如何服用 PAXLOVID？

5. 服用 PAXLOVID 時應知道甚麼？
你應做的事情

如果你懷孕或計劃懷孕，或正在母乳餵哺或計劃母乳餵哺，請告知你的醫生。

你不應做的事
情

在未諮詢你的醫生的情況下，請勿停用本藥物或改變劑量。

駕駛或使用機
械

目前並無關於 PAXLOVID 對你駕駛或使用機械能力的影響的具體資料。

保管你的藥物

將 PAXLOVID 儲存於攝氏 25 度以下。

請勿將藥物提供予其他人，即使他們與你有相同病症。

如需更多資料，請參考完整 CMI 中的第 5 節。服用 PAXLOVID 時應知道甚麼？

6. 是否有任何副作用？
副作用可能包括腹瀉、嘔吐、頭痛、高血壓、非運動引致的肌肉酸痛、肌肉壓痛或無力、味覺改變或口腔有金屬味。
如需更多資料，包括如果你出現任何副作用時該怎樣做，請參考完整 CMI 中的第 6 節。是否有任何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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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藥需要額外監測。這將允許快速識別新的安全性資料。你可以報告你可能出現的任何副作用來提供協助。你
可以向你的醫生報告副作用，或直接在 www.tga.gov.au/reporting-problems 上報告。

PAXLOVID™
活性成分：nirmatrelvir 和 ritonavir
此藥物在澳洲已暫時獲得核准，可為有較高風險惡化至住院或死亡的成人治療 2019 冠狀病毒病。此項核准乃基於短
期療效和安全性資料。將繼續收集和評估持續試驗的療效和安全性證據。

消費者醫學資訊 (CMI)
o
o

本小冊子提供有關服用 PAXLOVID 的重要資料。如果
你想獲得進一步資料，或如果你對服用 PAXLOVID 有
任何疑慮或疑問，你應該諮詢你的醫生或藥劑師。

o
o

本小冊子中何處可以找到資料：
為何我要服用 PAXLOVID？
我服用 PAXLOVID 之前應知道甚麼？
如果我正在服用其他藥物呢？
我該如何服用 PAXLOVID？
服用 PAXLOVID 期間，我應知道甚麼？
是否有任何副作用？
藥品詳情

1.
2.
3.
4.
5.
6.
7.

1. 為何我要服用 PAXLOVID？
PAXLOVID 含有活性成分 nirmatrelvir 及 ritonavir。
PAXLOVID 用以治療有較高風險惡化至住院或死亡的
成人所患的 2019 冠狀病毒病。

2. 我服用 PAXLOVID 之前應知道甚麼？
警告
如果符合以下條件，請勿服用 PAXLOVID：
•
•

你對 nirmatrelvir 和／或 ritonavir 或本小冊子最後
部分所列的任何成分過敏。
如果你正在服用任何這些藥物，請勿使用
PAXLOVID。與這些藥物一起服用 PAXLOVID 可
能會引致嚴重或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或影響
PAXLOVID 如何發揮作用：
o
o
o
o
o
o
o
o
o
o

alfuzosin，治療前列腺肥大的藥物
ranolazine，治療慢性胸痛的藥物（心絞痛）
pethidine、piroxicam，止痛的藥物
amiodarone、flecainide，糾正或改變心律或
降血壓的藥物
neratinib、apalutamide、venetoclax，治療某
些癌症類型的藥物
colchicine，治療痛風的藥物
lurasidone、clozapine，治療某些精神和情緒
健康問題的藥物
ergometrine，停止分娩、小產或終止懷孕後可
能大量出血的藥物
simvastatin，降血膽固醇的藥物
sildenafil、avanafil、vardenafil、tadalafil，治
療勃起障礙的藥物；sildenafil，治療肺部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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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的藥物；tadalafil，治療因前列腺肥大而泌尿
困難的藥物
diazepam，紓緩焦慮、躁動或肌肉痙攣的藥物
carbamazepine、phenobarbital、phenytoin，
治療癲癇症的藥物，以預防痙攣、抽搐
rifampicin，治療肺結核的藥物
聖約翰草 (hypericum perforatum)，一種用以
治療抑鬱症和焦慮症的草藥療法。

如果你符合以下條件，請諮詢你的醫生：
•
•

有或曾有肝臟問題。
有或曾有腎臟問題。

在治療期間，你可能有出現某些副作用的風險。請你務
必了解這些風險，以及如何監測這些風險。請參考第 6
節的額外資料。是否有任何副作用？

懷孕和母乳餵哺
如果你懷孕或計劃懷孕、母乳餵哺或計劃母乳餵哺，請
告知你的醫生。你服用 PAXLOVID 期間，不應母乳餵
哺嬰兒。

3. 如果我正在服用其他藥物呢？
如果你正在使用任何其他藥物，包括未經處方並由藥
房、超市或健康食品店購買的任何藥物、維他命或補充
劑，請告知你的醫生或藥劑師。
某些藥物可能會引致嚴重或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或影響
PAXLOVID 如何發揮作用。這些包括：
•
•
•
•
•

•
•
•
•

•
•

列於第 2 節的藥物。我在服用 PAXLOVID 前應知
道甚麼？
fentanyl、methadone，治療疼痛的藥物
digoxin，治療某些心臟疾病的藥物
lidocaine，糾正或改變心律的藥物
afatinib、abemaciclib、ceritinib、dasatinib、
nilotinib、encorafenib、ibrutinib、vinblastine、
vincristine，治療某些癌症類型的藥物
haloperidol、risperidone、quetiapine，治療某些
精神和情緒問題的藥物
rivaroxaban、warfarin，治療或預防血栓的藥物
lamotrigine，預防或治療痙攣、抽搐的藥物
amitriptyline、fluoxetine、imipramine、
nortriptyline、paroxetine、sertraline，治療抑鬱的
藥物
loratadine，治療過敏的藥物
atovaquone、clarithromycin、erythromycin、
rifabutin、酮康唑、isavuconazonium sulfate、
voriconazole、itraconazole，治療感染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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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atazanavir、darunavir、efavirenz、
fosamprenavir、maraviroc、nevirapine、
saquinavir、tipranavir、raltegravir、zidovudine、
bictegravir/emtricitabine/替諾福韋，治療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 (HIV) 的藥物
glecaprevir/pibrentasvir 或
sofosbuvir/velpatasvir/voxilaprevir，治療丙型肝炎
的藥物
沙美物羅，治療嚴重肺部疾病的藥物，包括哮喘和
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amlodipine、diltiazem、felodipine、nifedipine，
治療心絞痛或降血壓的藥物
Bosentan、riociguat，治療肺部高血壓的藥物
ethinylestradiol，治療缺乏荷爾蒙或生育控制的藥
物
Ciclosporin、everolimus、tacrolimus、
sirolimus，抑制免疫系統的藥物
atorvastatin、rosuvastatin，降膽固醇的藥物
alprazolam、midazolam、zolpidem，幫助你入睡
的藥物
bupropion，一種協助戒煙的藥物
betamethasone、budesonide、dexamethasone、
強體松、methylprednisolone、triamcinolone，治
療各種炎症的藥物，包括過敏、哮喘或濕疹

如果你不確定你正在服用哪些藥物、維他命或補充劑，
以及這些藥物會否影響 PAXLOVID，請諮詢你的醫生
或藥劑師。

如果你忘記服用 PAXLOVID
如果已經接近下一劑的時間，毋須服用你漏服的劑量，
並在你需要服用的時候服用下一劑。
請勿為了補足漏服的劑量而服用雙倍劑量。

如果你服用過多 PAXLOVID
如果你認為你服用了過多 PAXLOVID，你可能需要緊
急就醫。
你應立即：
•
•
•

致電毒藥資訊中心
（電話為 13 11 26），或
聯絡你的醫生，或
前往你最就近的醫院急症室。

即使無不適感或中毒症狀，仍應這樣做。

5. 服用 PAXLOVID 期間，我應知道甚
麼？
你應做的事情
如果你懷孕或計劃懷孕、母乳餵哺或計劃母乳餵
哺，請告知你的醫生。如果你在服用本藥期間懷
孕，請立即致電你的醫生。
你不應做的事情
未諮詢你的醫生之前，請勿停用此藥或改變劑量。
請勿將藥物提供予其他人，即使他們與你有相同病症。

4. 我該如何服用 PAXLOVID？
服用多少劑量
你的醫生將確定你需要服用多少 PAXLOVID。這視乎
你是否患有腎臟問題而定。
標準劑量為二顆 150 毫克的 nirmatrelvir 藥片，加上一
顆 100 毫克的 ritonavir 藥片。
如果你出現腎功能減退，你的醫生可能會請你只服用一
顆 150 毫克的 nirmatrelvir 藥片，連同一顆 100 毫克的
ritonavir 藥片。
Nirmatrelvir 和 ritonavir 藥片可伴隨食物或空腹服用。
Nirmatrelvir 必須與 ritonavir 一同服用。

駕駛或使用機械
在駕駛或使用任何機械或工具之前，請務必小心，直至
你知道 PAXLOVID 如何影響你。

喝酒
無可用資料

保管你的藥物
將 PAXLOVID 儲存於攝氏 25 度以下。
將其儲存在遠離濕氣、熱力或陽光的陰涼乾燥處；例
如，請勿將其存放在：

應整顆吞服藥片，不可咀嚼、弄碎或壓碎。

•
•

何時服用 PAXLOVID

有效期限後請勿服用此藥。

請每天早上和晚上大約相同時間服用 PAXLOVID 藥
片，每 12 小時一次。這將幫助你記得何時需要服用。

放在幼童無法觸及的地方。

服用 PAXLOVID 多久

浴室或水槽附近，或
車上或窗台上。

清理任何不需要的藥物

應服用 PAXLOVID 5 天。

如果你不再需要服用此藥或此藥已過期，請將它帶到任
何藥房以作安全棄置。

持續服用 PAXLOVID，直至你服完整包藥物或你的醫
生建議停止為止。

6. 是否有任何副作用？
所有藥物都可能有副作用。如果你出現任何副作用，大
部分都會是輕微且暫時性的。然而，有些副作用可能需
要醫療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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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以下資料，如果你需要，且有任何關於副作用的
進一步問題，請詢問你的醫生或藥劑師。

聚乙烯二醇 400

副作用

純化滑石

羥丙糖

副作用

處理方式

聚乙烯二醇 3350

•
•
•
•
•

如果你有任何
這些副作用而
你感到擔心，
請告知你的醫
生。

聚山梨醇酯 80

•

嘔吐
腹瀉
頭痛
高血壓
非運動導致的肌肉痠痛、肌肉
壓痛或無力
味覺改變或口腔有金屬味。

如果你對上述任何成分過敏，請勿使用本藥。

PAXLOVID 外觀如何
Nirmatrelvir 藥片為粉紅色橢圓形帶膜糖衣片，一側凹
刻「PFE」，另一側凹刻「3CL」。

如果你發現任何其他可能讓你感到不舒服的事情，請告
知你的醫生或藥劑師。

Ritonavir 藥片是白色至灰白色的橢圓形膜衣藥片，刻
有 Abbott 商標和「NK」。

某些人可能會出現此處未列出的其他副作用。

PAXLOVID 以每盒 30 片藥片的包裝供應，共有五個
PA/Al/PVC/Al 發泡卡，標示了「早上劑量」和「晚上
劑量」，作為每天早上和晚上服用的藥片。

報告副作用
在你取得任何副作用的醫療建議後，你可上網報告副作
用至治療性商品管理局，網址為
www.tga.gov.au/reporting-problems。透過報告副作
用，你可以協助提供更多有關此藥的安全性資料。
在你決定停用任何藥物之前，請務必先與你的醫生或藥
劑師商量。

澳洲登記號碼
PAXLOVID：AUST R 377572.

PAXLOVID 發行者
Pfizer Australia Pty Ltd
雪梨新南威爾斯州

7. 藥品詳情

免費電話號碼：1800 675 229

PAXLOVID 含有甚麼

www.pfizermedinfo.com.au

Nirmatrelvir 藥片

本小冊子於 2022 年 1 月製備

活性成分
（主要成分）

nirmatrelvir

其他成分
（非活性成分）

微晶纖維素
單水乳糖
交聯羧甲基纖維素鈉
膠狀二氧化矽
硬脂酰富馬酸鈉
Opadry 完整薄膜包衣系統
(Opadry Complete Film
Coating System) 05B140011
粉紅。

Ritonavir 藥片
活性成分
（主要成分）

Ritonavir

其他成分
（非活性成分）

共聚維酮
磷酸氫鈣
單酸山梨醇
羥丙甲纖維素
膠態無水二氧化矽
二氧化鈦
硬脂酰富馬酸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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