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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EMA 於 2019 年 11 月發表「乙醇作為人類用藥品賦形劑之

仿單資訊」 

 

發表單位： 歐盟 EMA 摘要整理： 林宜穎 

發表時間： 2019/11/22 內容歸類： 化學製造管制 

類    別： 仿單資訊 關 鍵 字： Excipients、Package leaflet、

Ethanol、Alcohol 

    

資料來源： Information for the package leaflet regarding ethanol used as an 

excipient in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重點內容： 1. 乙醇(酒精)在藥品中可作為溶劑(solvent)、防腐劑(preservative)或經

皮穿透促進劑(cutaneous penetration enhancer)等，用途廣泛。 

2. 儘管乙醇會損害認知功能和心理動作能力(psychomotor function)，

作為藥品賦形劑時，其暴露量通常會有限制。雖可能影響行為表現，

但藥品中乙醇於人體的暴露量通常遠低於飲用含酒精飲料。 

3. 目前尚未評估長期暴露於「低乙醇含量藥品」對兒童健康、發育之影

響。懷孕期間過量飲酒會導致包括學習和行為問題的胎兒酒精綜合症

(foetal alcohol syndrome; FAS)，引起對於長期暴露於乙醇之兒童發

展風險的關注。新生兒從藥品暴露於乙醇後，可觀察到體內代謝產物

乙醛增加，雖然臨床意義不明，但此現象亦值得關注。 

4. 在新生兒中乙醇經皮吸收很顯著，可能造成明顯的局部反應(如：出血

性皮膚壞死)與全身性毒性。然而，年齡較大之兒童和成人即使皮膚過

度暴露於乙醇，僅引起全身性濃度輕微增加。 

5. 乙醇對兒童之潛在影響為此次更新仿單資訊之主要原因。本文包含乙

醇物化特性、藥品中用法用量、藥毒理資料、人體之吸收、分布、代

謝、排除及可能交互作用、臨床安全性資料等，有助於理解“Annex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 ‘Excipients in the labelling 

and package leaflet of medicinal products for human use’ 

https://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scientific-guideline/information-package-leaflet-regarding-ethanol-used-excipient-medicinal-products-human-use_en.pdf
https://www.ema.europa.eu/en/documents/scientific-guideline/information-package-leaflet-regarding-ethanol-used-excipient-medicinal-products-human-use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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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CHMP/302620/2017, SANTE-2017-11668)”修訂版之仿單

建議內容。 

6. 本次修訂後仿單建議內容如下表供參，相較於 2003 年公告之仿單建

議內容主要差異以底線標示： 

名稱 投予途徑 閾值 仿單建議加註內容 註解 

乙醇 口服、注

射、吸入 

零 本藥品每劑量或單位體積含有 … 

毫克的乙醇(即 … 毫克/單位重量

或單位體積( … %w/w 或

%w/v))，此含量低於 ... 毫升啤酒

或 ... 毫升葡萄酒。 

本品所含少量乙醇不會引起任何

明顯作用。 

若乙醇為製程輔助劑

(processing agent；如：錠劑

膜衣製程)或萃取溶劑並經揮發

移除(含量低於 ICH Q3C)，則無

須於供病人閱讀之仿單提及乙

醇。 

假設啤酒之乙醇濃度為 5% v/v 

(或 4% w/v)、葡萄酒之乙醇濃度

為 12.5% v/v (10% w/v)來計

算啤酒和葡萄酒的等量體積(乙

醇比重約 0.8)。 

啤酒和葡萄酒的等量體積應無

條件進位至整數位。 

每劑量

15 毫克

/公斤 

本藥品每劑量或單位體積含有 … 

毫克的乙醇(即 … 毫克/單位重量

或單位體積( … %w/w 或

%w/v))，此含量相當於 ... 毫升啤

酒或 ... 毫升葡萄酒。 

本品乙醇含量於成人和青少年不

太可能有影響、於兒童不太有明顯

影響，而可能於年幼兒童有某些影

響(如：昏昏欲睡)。 

本品乙醇含量可能會影響其他藥

品的效果，若同時服用其他藥品，

請告知醫師或藥師。 

若有懷孕或授乳，請在服用此藥品

前告知醫師或藥師。 

若您患有酒精成癮，請在服用此藥

品前告知醫師或藥師。 

假設啤酒之乙醇濃度為 5% v/v 

(或 4% w/v)、葡萄酒之乙醇濃度

為 12.5% v/v (10% w/v)來計

算啤酒和葡萄酒的等量體積(乙

醇比重約 0.8)。 

應於產品特性摘要(Summary 

of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SmPC)敘明與乙醇之交互作用

(如適用)。 

產品特性摘要建議內容如下： 

給(A 歲以下體重 B 公斤的兒童

或 70 公斤體重的成人)服用此藥

物(選擇最大劑量)的劑量相當暴

露於 C 毫克/公斤的乙醇，可能

引起血中乙醇濃度(blood 

alcohol concentration；BAC)

升高約為 D 毫克/100 毫升(請參
每劑量 本藥品每劑量或單位體積含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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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毫克

/公斤 

毫克的乙醇(即 … 毫克/單位重量

或單位體積( … %w/w 或

%w/v))，此含量相當於 ... 毫升啤

酒或 ... 毫升葡萄酒。 

本品乙醇含量可能於兒童有作

用。這些作用可能包含昏昏欲睡、

行為改變，也可能影響集中注意力

及參加體能活動。 

本品乙醇含量可能會影響判斷及

反應速度，故而可能會影響駕駛或

使用機器的能力。 

若您患有癲癇或肝臟疾病，請在服

用此藥品前告知醫師或藥師。 

本品乙醇含量可能會影響其他藥

品的效果，若同時服用其他藥品，

請告知醫師或藥師。 

若有懷孕或授乳，請在服用此藥品

前告知醫師或藥師。 

若您患有酒精成癮，請在服用此藥

品前告知醫師或藥師。 

閱 EMA/CHMP/43486/2018

附錄 1)。 

相較之下，成人飲用一杯葡萄酒

或 500 毫升啤酒，BAC 可能約

為 50 毫克/100 毫升。 

與含有丙二醇或乙醇的藥品併

用，可能導致乙醇蓄積並引起不

良作用，尤其是乙醇代謝能力低

或不成熟的幼兒。 

如果延長給藥時間(例如：在數小

時內緩慢輸注)，則 BAC 上升程

度較低且可能減輕乙醇作用。仿

單和 SmPC 應包含以下聲明：由

於這種藥物通常在 XX 小時內緩

慢給藥，因此乙醇的作用可能會

減輕。 

經皮給藥 零 本藥品每劑量或單位體積含有 … 

毫克的乙醇(即 … 毫克/單位重量

或單位體積( … %w/w 或%w/v))。 

本品使用於傷口處可能會有灼熱

感。 

由於新生兒(早產及足月新生兒)

皮膚尚未發育完全(尤其是皮膚

有阻塞時)，更容易吸收乙醇，高

濃度的乙醇可能引起嚴重局部

反應及全身性毒性，應於 SmPC/

仿單加註相關警語(如適用)。 

視產品及乙醇濃度，可能須要加

註「易燃」警語。應考慮加註於

明火處、點燃的香菸或某些設備

(如：吹風機)附近使用之警語。 

*當藥品中該賦形劑之含量高於或等於“閾值”欄中所列出之值時，則須於藥品仿單中加入該

賦形劑之相關警語。當“閾值”欄中所列出之值為“零”，則表示無論藥品中該賦形劑之含

量為何，均須於藥品仿單中加入該賦形劑之相關警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