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點處方資訊 

這些重點並不包括安全有效使用XTANDI®所需的所有資訊。
請參閱XTANDI的完整處方資訊。

XTANDI®（Enzalutamide）膠囊，口服

最初美國核准日期：2012年
------------------  近期主要變更  -----------------

適應症和用法（1）  2018年7月
劑量和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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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應症和用法  -------------------

XTANDI是一種雄激素受體抑制劑，適用於治療去勢抵抗性攝
護腺癌患者。（1）
-------------------  劑量和給藥  --------------------

XTANDI 160mg（四粒40mg膠囊）每日口服一次。整個吞下
膠囊。XTANDI可空腹或隨食物服用。（2.1）
接受 XTANDI治療的患者還應同時接受促性腺素釋素
（GnRH）類似物或應進行雙側睾丸切除術。（2.3）
-------------------  劑型和規格  --------------------

膠囊40mg（3）
---------------------  禁忌症  ----------------------

無。

-----------------  警告和注意事項  ------------------

•	 	接受XTANDI的患者中有0.4％發生癲癇發作。在有誘發
因素的患者中， 2.2％的患者報告癲癇發作。在治療期
間發生癲癇發作的患者應永久停用XTANDI。（5.1） 

•	 可逆性後部腦病症候群（PRES）：停用XTANDI。（5.2）
•	 超敏反應：停用XTANDI。（5.3）
•	 	缺血性心臟病：優化心血管風險因素的管理。如果出現

3-4級事件，停用XTANDI。（5.4）
•	 	在接受XTANDI的患者中分別有10％和8％發生跌倒和骨

折。評估患者的骨折和跌倒風險，並根據既定指南使用
骨靶向藥物治療患者。（5.5）

•	 	胚胎-胎兒毒性：XTANDI可導致胎兒受傷和妊娠流失。
建議有能夠懷孕的女性伴侶的男性使用有效的避孕方
法。（5.6、8.1、8.3）

--------------------  不良反應  ---------------------

在接受XTANDI治療的患者中，最常見（≥10％）且發生率
較高（超過安慰劑≥2％）的不良反應是虛弱/疲勞、食慾
下降、潮熱、關節痛、頭暈/眩暈、高血壓、頭痛和體重下
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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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報告疑似不良反應，請聯絡Astellas Pharma US, Inc.， 
電話1-800-727-7003，或聯絡FDA，電話1-800-FDA-1088或
www.fda.gov/medwatch。
------------------  藥物交互作用  -------------------

•	 	避免使用強效CYP2C8抑制劑，因為它們可以增加XTANDI
的血漿暴露。如果需要同時用藥，請減少XTANDI的劑
量。（2.2、7.1） 

•	 	避免使用強效CYP3A4誘導劑，因為它們可以減少XTANDI
的血漿暴露。如果需要同時用藥，請增加XTANDI的劑
量。（2.2、7.2）

•	 	避免使用治療指數較窄的CYP3A4、CYP2C9和CYP2C19受
質，因為XTANDI可能會減少這些藥物的血漿暴露。如果
XTANDI與Warfarin（CYP2C9受質）同時用藥， 請進行額
外的INR監測。（7.3）

請參閱第17節中的患者諮詢資訊和FDA核准的患者仿單。

修訂日期：2018年7月 



完整處方資訊 

1  適應症和用法

XTANDI®適用於治療去勢抵抗性攝護腺癌（CRPC）患者。

2  劑量和給藥

2.1  給藥資訊

XTANDI的推薦劑量為160mg（四粒40mg膠囊），每天口服 
一次。XTANDI可空腹或隨食物服用[見臨床藥理學（12.3）]。 
整個吞下膠囊。不要咀嚼、溶解或打開膠囊[見供貨方式/儲
存和處理（16）]。
2.2  劑量調整

如果患者出現≥3級毒性或無法忍受的副作用，暫停給藥一
週或直至症狀改善至≤2級，然後在必要時以相同或較低
的劑量（120mg或80mg）重新開始服藥[見警告和注意事項
（5.1）、（5.2）]。
同時使用強效CYP2C8抑制劑

如果可能，應避免同時使用強效CYP2C8抑制劑。如果患者
必須同時使用強效CYP2C8抑制劑，將XTANDI的劑量減少
至80mg，每天一次。如果停止同時使用強效抑制劑，應將
XTANDI的劑量恢復至開始使用強效CYP2C8抑制劑之前使用
的劑量[見藥物交互作用（7.1）和臨床藥理學（12.3）]。
同時使用強效CYP3A4誘導劑

如果可能，應避免同時使用強效CYP3A4誘導劑。如果患者
必須同時使用強效CYP3A4誘導劑，將XTANDI的劑量從160mg
增加至240mg，每天一次。如果停止同時使用強效CYP3A4
誘導劑，應將XTANDI的劑量恢復至開始使用強效CYP3A4誘
導劑之前使用的劑量[見藥物交互作用（7.2）和臨床藥理學 
（12.3）]。
2.3  重要用藥說明

接受 XTANDI治療的患者還應同時接受促性腺素釋素
（GnRH）類似物或應進行雙側睾丸切除術。

3  劑型和規格

XTANDI 40mg膠囊為白色至米白色橢圓形軟明膠膠囊，以黑
色墨水印有ENZ標記。

4  禁忌症

無。

5  警告和注意事項

5.1  癲癇發作

在臨床研究中接受XTANDI的患者中有0.4％發生癲癇發作。
這些試驗通常排除具有癲癇發作誘發因素的患者。癲癇發作
發生在開始XTANDI治療後13至604天。出現癲癇發作的患者
永久停止治療，而且所有癲癇發作事件都得到緩解。

在一項旨在評估具有癲癇發作誘發因素的患者癲癇發作風
險的單組試驗中，366名接受XTANDI治療的患者中有8名 
（2.2％）出現癲癇發作。在第一次癲癇發作緩解後，8名
患者中有3名在繼續使用XTANDI治療期間出現第二次癲癇發
作。目前尚不清楚抗癲癇藥物是否能預防XTANDI引起的癲癇
發作。研究中，患者有以下一種或多種誘發因素：使用可降
低癲癇發作閾值的藥物（約54％），腦外傷或顱腦損傷史（
約28％），腦血管意外或暫時性腦缺血發作史（約24％），
與攝護腺癌相關的阿茲海默氏症、腦膜瘤或軟腦膜病，過去
12個月內不明原因出現意識喪失，既往癲癇發作史，存在大
腦佔位性病變，動靜脈畸形史或腦部感染史（均<5％）。約
17％的患者有多個風險因素。

告知患者在接受XTANDI期間有發生癲癇發作的風險，以及參
與意識若突然喪失可能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嚴重傷害的任何活
動的風險。

在治療期間發生癲癇發作的患者應永久停用XTANDI。

5.2  可逆性後部腦病症候群（PRES） 

在接受XTANDI治療的患者中已有出現可逆性後部腦病症候群
（PRES）的報告[見不良反應（6.2）]。PRES是一種神經系
統疾病，症狀可快速發展，包括癲癇發作、頭痛、嗜睡、意
識模糊、失明，以及其他視覺和神經系統障礙，伴和不伴相
關的高血壓症狀。要確診PRES，需要腦部成像進行確認，
首選磁共振成像（MRI）。出現PRES的患者應停用XTANDI。
5.3  超敏反應 

在四項隨機臨床試驗中，觀察到與Enzalutamide相關的超敏
反應，包括臉部（0.5％）、舌頭（0.1％）或唇部（0.1％）
水腫[見不良反應（6.1）]。在上市後個案中報告過咽部水
腫。建議出現任何超敏症狀的患者暫時停用XTANDI並及時就
醫。出現嚴重超敏反應的患者應永久停用XTANDI。
5.4  缺血性心臟病

三項隨機安慰劑對照臨床研究的綜合資料表明，與安慰劑組
患者相比，XTANDI組患者更常發生缺血性心臟病（發生率分
別為1.2％和2.7％）。XTANDI組有1.2％的患者發生3-4級缺
血事件，而安慰劑組為0.5％。XTANDI組缺血事件導致0.4％
的患者死亡，而安慰劑組為0.1％。

監測缺血性心臟病的症狀和症候。優化心血管風險因素的管
理，如高血壓、糖尿病或血脂異常。出現3-4級缺血性心臟
病的患者應停用XTANDI。
5.5  跌倒和骨折

接受XTANDI治療的患者出現過跌倒和骨折。評估患者的骨折
和跌倒風險。根據既定治療指南監測和管理有骨折風險的患
者，並考慮使用骨靶向藥物。 

三項隨機安慰劑對照臨床研究的綜合資料表明， XTANDI治
療組10％的患者出現跌倒，而安慰劑治療組為 4％。跌倒時
不伴有意識喪失或癲癇發作。XTANDI治療組8％的患者發生
骨折，而安慰劑治療組為3％。XTANDI治療組2％的患者發生
3-4級骨折，而安慰劑治療組為<1％。XTANDI治療組患者發
生骨折的中位時間為337天（範圍：2至996天）。在這些研
究中未進行常規骨密度評估，也沒有使用骨靶向藥物治療骨
質疏鬆症。

5.6  胚胎-胎兒毒性

尚未確定XTANDI在女性中的安全性和療效。根據動物生殖研
究和作用機轉，懷孕女性服用XTANDI後可導致胎兒受傷和妊
娠流失。建議有能夠懷孕的女性伴侶的男性在XTANDI治療期
間和服用最後一劑XTANDI後3個月使用有效的避孕方法[見特
殊人群中使用（8.1、8.3）]。懷孕或可能懷孕的女性不應處
理XTANDI [見供貨方式/儲存和處理（16）]。
6  不良反應

仿單其他章節中將更詳細地討論以下內容：

•	 癲癇發作[見警告和注意事項（5.1）]
•	 	可逆性後部腦病症候群（PRES）[見警告和注意事項（5.2）]
•	 超敏反應[見警告和注意事項（5.3）]
•	 缺血性心臟病[見警告和注意事項（5.4）]
•	 跌倒和骨折[見警告和注意事項（5.5）]
6.1  臨床試驗經驗

由於臨床試驗是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進行的，在一種藥物的
臨床試驗中觀察到的不良反應率不能直接與另一種藥物的臨
床試驗中觀察到的不良反應率相比較，並且可能不能反映臨
床實務中觀察到的不良反應率。

四項隨機對照臨床試驗收納了去勢抵抗性攝護腺癌
（CRPC）患者，這些患者在接受雄激素剝奪治療（GnRH
治療或既往雙側睾丸切除術）後病情出現惡化。其中三項
試驗採用安慰劑對照，一項採用Bicalutamide對照。患者每
天服用一次XTANDI 160mg（2784例）、安慰劑（1708例）或
Bicalutamide 50mg（189例）。所有患者都繼續接受雄激素剝
奪治療（ADT）。



在隨機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中接受XTANDI治療的患者中，最
常見（≥10％）且發生率較高（超過安慰劑≥2％）的不良
反應是虛弱/疲勞、食慾下降、潮熱、關節痛、頭暈/眩暈、
高血壓、頭痛和體重下降。

AFFIRM研究（NCT00974311）：比較XTANDI和安慰劑對化學
療法後出現轉移性CRPC的效果

AFFIRM研究收納了1199名曾接受過Docetaxel治療的轉移性
CRPC患者。XTANDI治療中位時間為8.3個月，安慰劑治療中
位時間為3.0個月。在試驗期間，XTANDI組48％的患者和安
慰劑組46％的患者接受了糖皮質素治療。

XTANDI治療組47％的患者和安慰劑治療組53％的患者報告了
≥3級不良反應。XTANDI治療組16％的患者和安慰劑治療組
18％的患者報告因不良事件導致停藥。導致治療停止的最常
見不良反應是癲癇發作，見於XTANDI治療組0.9％的患者，
而安慰劑治療組患者中沒有出現任何一例（0％）。表1顯示
AFFIRM研究中報告的XTANDI組中發生率超過安慰劑組≥2％
的不良反應。

表1.AFFIRM研究中報告的不良反應

XTANDI
（800例）

安慰劑
（399例）

1-4級1

（％）
3-4級
（％）

1-4級
（％）

3-4級
（％）

全身性疾病

身體虛弱情況2 51 9.0 44 9.3
周邊性水腫 15 1.0 13 0.8

肌肉骨骼和結締組織疾病

背痛 26 5.3 24 4.0
關節痛 21 2.5 17 1.8
肌肉骨骼疼痛 15 1.3 12 0.3
肌肉無力 9.8 1.5 6.8 1.8
肌肉骨骼僵硬 2.6 0.3 0.3 0.0

消化系統疾病

腹瀉 22 1.1 18 0.3
血管疾病

潮熱 20 0.0 10 0.0
高血壓 6.4 2.1 2.8 1.3

神經系統疾病

頭痛 12 0.9 5.5 0.0
頭暈3 9.5 0.5 7.5 0.5
脊髓壓迫和脊尾症候群 7.4 6.6 4.5 3.8
感覺異常 6.6 0.0 4.5 0.0
心理障礙性疾病4 4.3 0.3 1.8 0.0
感覺遲鈍 4.0 0.3 1.8 0.0

感染和侵染

上氣道感染5 11 0.0 6.5 0.3
下氣道和肺部感染6 8.5 2.4 4.8 1.3

精神疾病

失眠 8.8 0.0 6.0 0.5
焦慮 6.5 0.3 4.0 0.0

腎臟和泌尿系統疾病

血尿 6.9 1.8 4.5 1.0
尿頻 4.8 0.0 2.5 0.0

外傷、中毒和程序併發症

跌倒 4.6 0.3 1.3 0.0
非病理性骨折 4.0 1.4 0.8 0.3

皮膚和皮下組織疾病

瘙癢症 3.8 0.0 1.3 0.0
皮膚乾燥 3.5 0.0 1.3 0.0

呼吸系統疾病

鼻出血 3.3 0.1 1.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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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括虛弱和疲勞。

3. 包括頭暈和眩暈。

4. 包括健忘症、記憶障礙、認知障礙和注意力障礙。

5. 包括鼻咽炎、上氣道感染、鼻竇炎、鼻炎、咽炎和喉炎。
6. 包括肺炎、下氣道感染、支氣管炎和肺部感染。

PREVAIL研究（NCT01212991）：比較XTANDI和安慰劑在未
接受過化學療法的轉移性CRPC患者中的效果

PREVAIL研究收納了1717名未接受過細胞毒性化學療法的
轉移性CRPC患者，其中1715名患者接受了至少一劑研究藥
物。XTANDI治療中位時間為17.5個月，安慰劑治療中位時間
為4.6個月。XTANDI治療組44%的患者和安慰劑治療組37%的
患者報告了3-4級不良反應。XTANDI治療組6%的患者和安慰
劑治療組6%的患者報告因不良事件導致停藥。導致治療停
止的最常見不良反應是疲勞/虛弱，各治療組中見於1％的患
者。表2包括PREVAIL研究中報告的XTANDI組中發生率超過安
慰劑組≥2％的不良反應。

表2.PREVAIL研究中報告的不良反應

XTANDI
（871例）

安慰劑 
（844例）

1-4級1 
（％）

3-4級 
（％）

1-4級 
（％）

3-4級 
（％）

全身性疾病

身體虛弱情況2 47 3.4 33 2.8
周邊性水腫 12 0.2 8.2 0.4

肌肉骨骼和結締組織疾病

背痛 29 2.5 22 3.0
關節痛 21 1.6 16 1.1

消化系統疾病

便秘 23 0.7 17 0.4
腹瀉 17 0.3 14 0.4

血管疾病

潮熱 18 0.1 7.8 0.0
高血壓 14 7.2 4.1 2.3

神經系統疾病

頭暈3 11 0.3 7.1 0.0
頭痛 11 0.2 7.0 0.4
味覺障礙 7.6 0.1 3.7 0.0
心理障礙性疾病4 5.7 0.0 1.3 0.1
不寧腿症候群 2.1 0.1 0.4 0.0

呼吸系統疾病

呼吸困難5 11 0.6 8.5 0.6
感染和侵染

上氣道感染6 16 0.0 11 0.0
下氣道和肺部感染7 7.9 1.5 4.7 1.1

精神疾病

失眠 8.2 0.1 5.7 0.0
腎臟和泌尿系統疾病

血尿 8.8 1.3 5.8 1.3
外傷、中毒和程序併發症

跌倒 13 1.6 5.3 0.7
非病理性骨折 8.8 2.1 3.0 1.1

代謝和營養障礙

食慾下降 19 0.3 16 0.7
調查研究

體重下降 12 0.8 8.5 0.2
生殖系統和乳房疾病

男性乳房發育症 3.4 0.0 1.4 0.0

1. CTCAE版本4
2. 包括虛弱和疲勞。

3. 包括頭暈和眩暈。

4. 包括健忘症、記憶障礙、認知障礙和注意力障礙。

5. 包括呼吸困難、運動性呼吸困難和安靜狀態下呼吸困難。

6. 包括鼻咽炎、上氣道感染、鼻竇炎、鼻炎、咽炎和喉炎。

7. 包括肺炎、下氣道感染、支氣管炎和肺部感染。



TERRAIN研究（NCT01288911）：比較XTANDI和Bicalutamide
在未接受過化學療法的轉移性CRPC患者中的效果

TERRAIN研究收納了375名未接受過細胞毒性化學療法的
轉移性CRPC患者，其中372名患者接受了至少一劑研究藥
物。XTANDI治療中位時間為11.6個月，Bicalutamide治療中位
時間為5.8個月。XTANDI治療組7.6％的患者和Bicalutamide治
療組6.3％的患者報告停藥的主要原因是不良事件。導致治
療停止的最常見不良反應是背痛和病理性骨折， XTANDI治
療組患者中發生率均為3.8％，而Bicalutamide治療組患者中
發生率分別為2.1％和1.6％。表3顯示XTANDI治療組患者出現
的總體和常見不良反應（≥10％）。

表3.TERRAIN研究中報告的不良反應

XTANDI 
（183例）

Bicalutamide 
（189例）

1-4級1 
（％）

3-4級 
（％）

1-4級 
（％）

3-4級 
（％）

總體 94 39 94 38
全身性疾病

身體虛弱情況2 32 1.6 23 1.1
肌肉骨骼和結締組織疾病

背痛 19 2.7 18 1.6
肌肉骨骼疼痛3 16 1.1 14 0.5

血管疾病

潮熱 15 0 11 0
高血壓 14 7.1 7.4 4.2

消化系統疾病

噁心 14 0 18 0
便秘 13 1.1 13 0.5
腹瀉 12 0 9.0 1.1

感染和侵染

上氣道感染4 12 0 6.3 0.5
調查研究

體重下降 11 0.5 7.9 0.5

1. CTCAE 版本4
2. 包括虛弱和疲勞。

3. 包括肌肉骨骼疼痛和四肢疼痛。

4. 包括鼻咽炎、上氣道感染、鼻竇炎、鼻炎、咽炎和喉炎。

PROSPER研究（NCT02003924）：比較XTANDI和安慰劑在非
轉移性CRPC患者中的效果

PROSPER中收納了1401名非轉移性CRPC患者，其中1395
名患者接受了至少一劑研究藥物。患者以2:1的比例隨機分
組，每日服用一次劑量為160mg的XTANDI（930例）或安慰
劑（465例）。分析時的XTANDI治療中位時間為18.4個月（
範圍：0.0至42個月），安慰劑治療中位時間為11.1個月（範
圍：0.0至43個月）。

整體而言，接受XTANDI的患者中32名（3.4％）死於不良事
件。導致≥2 名患者死亡的原因包括冠狀動脈疾病（7例）、
瘁死（2例）、心律不整（2例）、一般身體健康狀況惡化
（2例）、中風（2例）和繼發性惡性腫瘤（5例，包括急性
髓性白血病、腦腫瘤、間皮瘤、小細胞肺癌和原發部位不明
的惡性腫瘤各一例）。安慰劑組有3名患者（0.6％）死於心
跳停止（1例）、左心衰竭（1例）和胰腺癌（1例）等不良
事件。XTANDI治療組31％的患者和安慰劑治療組23％的患
者報告了≥3級不良反應。XTANDI治療組9.4％的患者和安慰
劑治療組6.0％的患者報告停藥的主要原因是不良事件。其
中，導致治療停止的最常見不良事件是疲勞，見於XTANDI治
療組1.6%的患者，而安慰劑治療組患者中沒有出現任何一
例。表4顯示PROSPER研究中報告的XTANDI組發生率超過安
慰劑組≥2％的不良反應。

表4.PROSPER研究中報告的不良反應

XTANDI 
（930例）

安慰劑 
（465例）

1-4級1 
（％）

3-4級 
（％）

1-4級 
（％）

3-4級 
（％）

代謝和營養障礙

食慾下降 9.6 0.2 3.9 0.2
神經系統疾病

頭暈2 12 0.5 5.2 0
頭痛 9.1 0.2 4.5 0
認知和注意力障礙3 4.6 0.1 1.5 0

血管疾病

潮熱 13 0.1 7.7 0
高血壓 12 4.6 5.2 2.2

消化系統疾病

噁心 11 0.3 8.6 0
便秘 9.1 0.2 6.9 0.4

全身性疾病和給藥部位問題

身體虛弱情況4 40 4.0 20 0.9
調查研究

體重下降 5.9 0.2 1.5 0
外傷、中毒和程序併發症

骨折5 9.8 2.0 4.9 1.7
跌倒 11 1.3 4.1 0.6

精神疾病

焦慮 2.8 0.2 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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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括頭暈和眩暈。

3. 包括健忘症、記憶障礙、認知障礙和注意力障礙。

4. 包括虛弱和疲勞。

5. 包括發生在任何部位的任何骨性骨折。

實驗室檢查結果異常 

在轉移性CRPC患者中進行的AFFIRM和PREVAIL研究中， 
XTANDI治療組15％的患者出現1-4級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
其中1%的患者出現3-4級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安慰劑治療
組為6％，其中0.5％的患者出現3-4級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

表5顯示PROSPER研究XTANDI組中發生率≥5％，而且發生率
超過安慰劑組>2％的實驗室檢查結果異常。

表5.PROSPER研究中發生的實驗室檢查結果異常

XTANDI 
（930例）

安慰劑 
（465例）

1-4級 
（％）

3-4級 
（％）

1-4級 
（％）

3-4級 
（％）

血液學

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 8.2 0.5 5.4 0.2
血生化

低鈉血症 16 1.3 8.8 1.5
高血糖 78 2.9 73 1.3
高鎂血症 26 0 21 0

高血壓

在轉移性 CRPC患者中進行的 AFFIRM和 PREVAIL研究
中，XTANDI治療組11％的患者和安慰劑治療組4％的患者報
告了高血壓。兩組之間高血壓病史具有可比性。高血壓導致
各組<1％的患者停用研究藥物。在非轉移性CRPC患者中進
行的PROSPER研究中， XTANDI治療組12％的患者和安慰劑
治療組5％的患者報告了高血壓。

6.2  上市後經驗 

在上市後使用XTANDI期間已確定以下其他不良反應。這些反
應是由數量不確定的人群自願報告的，因此並非總是可以可
靠地估計不良反應的發生率，也無法建立不良反應與藥物暴
露之間的因果關係。

全身性反應：超敏反應（臉部、舌頭、唇部或咽部水腫）

胃腸道疾病：嘔吐

神經系統疾病：可逆性後部腦病症候群（PRES）
皮膚和皮下組織疾病：皮疹



7  藥物交互作用

7.1  抑制CYP2C8的藥物

同時使用強效CYP2C8抑制劑（Gemfibrozil）使Enzalutamide
和N-脫甲基Enzalutamide的血漿濃度-時間曲線下的複合面積
（AUC）增加2.2倍。如果可能，應避免同時使用XTANDI和
強效CYP2C8抑制劑。如果無法避免同時使用XTANDI和強效
CYP2C8抑制劑，應減少XTANDI的劑量[見劑量和給藥（2.2）
和臨床藥理學（12.3）]。
7.2  誘導CYP3A4的藥物

同時使用Rifampin（強效CYP3A4 誘導劑和中度CYP2C8 誘
導劑）使Enzalutamide 和N-脫甲基Enzalutamide 的複合AUC 
減少37％。如果可能，應避免同時使用強效CYP3A4 誘導劑
（如Carbamazepine、Phenobarbital、Phenytoin、Rifabutin、 
Rifampin、Rifapentine）和XTANDI。聖約翰草可能會減少
Enzalutamide 暴露，因此應避免同時使用。如果無法避免同
時使用強效CYP3A4 誘導劑和XTANDI，應增加XTANDI 的劑
量[見劑量和給藥（2.2）和臨床藥理學（12.3）]。

7.3  XTANDI對藥物代謝酶的影響

在人體中，Enzalutamide是一種強效CYP3A4誘導劑及中
度CYP2C9和CYP2C19誘導劑。在穩態下，XTANDI減少
Midazolam（CYP3A4受質）、Warfarin（CYP2C9受質）
和Omeprazole（ CYP2C19受質）的血漿暴露。應避免
同時使用XTANDI和由CYP3A4代謝（如Alfentanil、Cyclo
sporine、Dihydroergotamine、Ergotamine、Fentanyl、Pi
mozide、Quinidine、Sirolimus和Tacrolimus）、CYP2C9
代謝（如 Phenytoin、Warfar in）或 CYP2C19代謝（如
S-mephenytoin、Clopidogrel）的治療指數較窄的藥物，因
為Enzalutamide可能會減少其暴露。如果無法避免同時使用
Warfarin，應進行額外的INR監測[見臨床藥理學（12.3）]。
8  特殊人群中使用

8.1  孕婦

風險概述

尚未確定XTANDI在女性中的安全性和療效。根據動物生殖研
究和作用機轉，XTANDI可導致胎兒受傷和妊娠流失。沒有在
懷孕女性中使用XTANDI的人類資料。在動物生殖研究中，在器
官形成期向懷孕小鼠經口給予劑量低於最大人體推薦劑量的
Enzalutamide，導致了不良發育效應（見資料）。懷孕或可能懷
孕的女性不應處理XTANDI [見供貨方式/儲存和處理（16）]。
資料

動物資料

在一項小鼠胚胎-胎仔發育毒性研究中，在整個器官形成
期（妊娠第6-15天）經口給予劑量為每天10或30mg/kg的
Enzalutamide，導致了發育毒性。研究結果包括劑量為每天
≥10mg/kg時，導致胚胎-胎仔死亡（著床後胚胎流失和再吸
收增加）以及肛門與生殖器間距減小。劑量為每天30mg/kg
時，導致腭裂和腭骨缺失。劑量為每天30mg/kg時，還導致
母體毒性。在小鼠中測試的劑量（每天1、10和30mg/kg）導
致的全身暴露量（AUC）分別約為患者暴露量的0.04、0.4和
1.1倍。在家兔整個器官形成期（妊娠第6-18天）給藥，劑
量高達每天10mg/kg（基於AUC，約為患者暴露量的0.4倍）
時，Enzalutamide沒有導致發育毒性。

在懷孕大鼠的藥代動力學研究中，在妊娠第14天單次經口給
予30mg/kg的Enzalutamide後4小時，Enzalutamide和/或其代謝
產物在胎仔體內達到Cmax，其約為母體血漿濃度的0.3倍。

8.2  哺乳期婦女

風險概述

尚未確定XTANDI在女性中的安全性和療效。沒有有關
XTANDI是否進入人乳、藥物對母乳喂養嬰兒的影響，以及藥
物對乳汁分泌的影響的資訊。Enzalutamide和/或其代謝產物
可進入哺乳期大鼠的乳汁中（見資料）。

資料

在分娩後第 14天給哺乳期大鼠單次經口給藥後 4小
時，Enzalutamide和/或其代謝產物在乳汁中達到Cmax，其比血
漿濃度高出4倍。

8.3  具有生育能力的男性和女性 

避孕

男性

根據動物生殖研究的結果，建議有能夠懷孕的女性伴侶的男
性患者在治療期間和服用最後一劑XTANDI後3個月使用有效
的避孕方法[見特殊人群中使用（8.1）]。
不育

男性

根據動物研究，XTANDI可能會損害有生育能力的男性的生育
能力[見非臨床毒理學（13.1）]。
8.4  兒童用藥

尚未確定XTANDI在兒童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8.5  老年人用藥

在四項隨機對照臨床試驗中接受XTANDI治療的2784名患者
中，79％年齡為65歲及以上，36％年齡為75歲及以上。在這
些患者和年輕患者之間沒有觀察到安全性或有效性的總體差
異。報告的其他臨床經驗尚未發現老年患者和年輕患者之間
的反應差異，但不能排除一些老年患者敏感性可能較高。

8.6  腎功能不全患者

尚未專門在腎功能不全患者中進行XTANDI試驗。基於使用
在轉移性CRPC患者和健康志願者中進行的臨床試驗資料進
行的人群藥代動力學分析，預先存在輕度至中度腎功能不全
（30mL/分鐘≤ 肌酸酐廓清率[CrCL]≤89mL/分鐘）的患者和
基準線腎功能正常（CrCL≥90mL/分鐘）的患者和志願者之間
Enzalutamide廓清率沒有顯著差異。對於輕度至中度腎功能
不全患者，不需要調整初始劑量。尚未評估重度腎功能不全
（CrCL<30 mL/分鐘）和終末期腎病患者的情況[見臨床藥理
學（12.3）]。
8.7  肝功能不全患者

專門在肝功能不全患者中進行了試驗，比較基準線輕度、中
度或重度肝功能不全（Child-Pugh評級分別為A、B或C級）的
志願者與肝功能正常的健康對照的Enzalutamide和N-脫甲基
Enzalutamide的複合全身暴露。基準線輕度、中度或重度肝
功能不全的志願者和肝功能正常的志願者Enzalutamide和N-
脫甲基Enzalutamide的複合AUC相似。-對於基準線輕度、中
度或重度肝功能不全的患者，不需要調整初始劑量[見臨床
藥理學（12.3）]。
10  藥物過量

如果出現藥物過量，停止XTANDI治療並開始一般性支持措
施，同時要考慮XTANDI的半衰期（5.8天）。在劑量遞增研
究中，劑量為每天<240mg時，沒有癲癇發作的報告，但劑
量為每天360mg、480mg和600mg時，分別報告了一例癲癇
發作，共三例。如果出現藥物過量，患者發生癲癇發作的風
險可能會增加。



11  描述

Enzalutamide是一種雄激素受體抑制劑。其化學名稱為4-{3-
[4-氰基-3-(三氟甲基)苯基]-5,5-二甲基-4-氧代-2-硫酰亞胺基
咪唑烷-1-基}-2-氟-N-甲基苯甲酰胺。 

分子量為464.44，分子式為C21H16F4N4O2S。結構式為：

Enzalutamide是一種白色結晶非吸濕性固體。幾乎不溶於
水。

XTANDI以液體填充的軟明膠膠囊的形式提供，用於口服給
藥。每粒膠囊含有40mg Enzalutamide，溶於辛酰基己酰基聚
氧乙烯甘油酯。非活性成分是辛酰基己酰基聚氧乙烯甘油
酯、丁基化羥基苯甲醚、丁基化羥基甲苯、明膠、山梨糖醇
脫水山梨糖醇溶液、甘油、純淨水、二氧化鈦和氧化鐵黑。

12  臨床藥理學

12.1  作用機轉

Enzalutamide是一種雄激素受體抑制劑，可作用於雄激素受
體訊號通路的不同步驟。已證實Enzalutamide競爭性抑制雄
激素與雄激素受體的結合，並繼而抑制雄激素受體的核轉位
及其與DNA的交互作用。主要代謝產物N-脫甲基Enzalutamide
表現出與Enzalutamide相似的體外活性。Enzalutamide在體外
減少攝護腺癌細胞的增殖並誘導細胞死亡，並在小鼠攝護腺
癌異種移植模型中縮小了腫瘤體積。

12.2  藥效動力學 

心臟電生理學

在796名轉移性CRPC患者中評估了每天160mg Enzalutamide，
穩態下對QTc間期的影響。基於Fridericia校正方法，從基準
線的平均QT間期變化在XTANDI治療組患者和安慰劑治療組
患者之間沒有明顯差異（即大於20ms）。但由於研究設計
的局限性，不能排除Enzalutamide引起平均QTc間期略微延長 
（即小於10ms）。

12.3  藥代動力學

在轉移性CRPC患者和健康男性志願者中評估了Enzalutamide
及其主要活性代謝產物（N-脫甲基Enzalutamide）的藥
代動力學。使用線性兩室模型和一級吸收可充分描述
Enzalutamide的血漿藥代動力學。

吸收

在轉移性CRPC患者口服XTANDI（每天160mg）後，達到
Enzalutamide最大血漿濃度（Cmax）的中位時間為1小時 
（範圍：0.5至3小時）。在穩態下，Enzalutamide和N-脫甲基
Enzalutamide的血漿平均Cmax值分別為16.6μg/mL（23％ CV）
和12.7μg/mL（30％ CV），血漿平均給藥前谷值為分別為
11.4μg /mL（26％ CV）和13.0μg/mL（30％ CV）。

使用每日給藥方案，在第28天達到Enzalutamide穩態；相對
於單次給藥， Enzalutamide累積約8.3倍。Enzalutamide血漿
濃度每日波動幅度較低（平均峰谷比值為1.25）。在穩態
下，Enzalutamide在30至360mg的每日劑量範圍內顯示出與劑
量大致成正比的藥代動力學。

將單次160mg口服劑量的XTANDI給予進食高脂肪餐或處於禁
食狀態的健康志願者。高脂肪餐沒有改變Enzalutamide或N-
脫甲基Enzalutamide的AUC。結果在圖1中總結。

分佈和蛋白質結合

單次口服給藥的患者中，Enzalutamide的平均表觀分佈體積
（V/F）為110L（29％ CV）。

Enzalutamide與血漿蛋白（主要是白蛋白）結合的比例為 
97％至98％。N-脫甲基Enzalutamide與血漿蛋白結合的比例
為95％。在體外、臨床相關濃度下，Enzalutamide與其他與
蛋白高度結合的藥物（Warfarin，Ibuprofen和水楊酸）之間
沒有出現蛋白結合置換。

代謝

單次口服 160mg的 14C-Enzalutamide後，在給藥後直至
77天分析了血漿檢體中Enzalutamide及其代謝產物的水
平。Enzalutamide、N-脫甲基Enzalutamide和主要無活性羧酸
代謝產物佔血漿中14C-放射性的88％，分別佔總14C-AUC0-∞的
30％、49％和10％。

在體外，人類CYP2C8和CYP3A4負責代謝Enzalutamide。基於
體內和體外資料，CYP2C8主要負責生成活性代謝產物（N-
脫甲基Enzalutamide）。體外資料表明，羧酸酯酶1代謝N-脫
甲基Enzalutamide和Enzalutamide，生成無活性羧酸代謝產
物。

在體外， N-脫甲基 Enza lu t am ide不是人類 CYP1A1、 
C Y P 1 A 2、 CYP2A6、 CYP2B6、 CYP2C8、 CYP2C9、 
CYP2C18、CYP2C19、CYP2D6、CYP2E1和CYP3A4/5的受質。

排泄 

Enzalutamide主要透過肝臟代謝排泄。單次口服160mg的
14C-Enzalutamide後，在給藥後77天回收了85％的放射性：
在尿液中回收了71％（僅包括微量Enzalutamide和N-脫甲基
Enzalutamide），在糞便中回收了14％（劑量的0.4％為原型
Enzalutamide，1％為N-脫甲基Enzalutamide）。

單次口服給藥後，患者Enzalutamide的平均表觀廓清率
（CL/F）為0.56L/小時（範圍：0.33至1.02L/小時）。

單次口服給藥後，患者Enzalutamide的平均終末半衰期（t1/2）
為5.8天（範圍：2.8至10.2天）。在健康志願者中單次口服
160mg的Enzalutamide後，N-脫甲基Enzalutamide的平均終末
t1/2為約7.8至8.6天。

特殊人群的藥代動力學

腎功能不全：

使用來自參加臨床試驗的59名健康男性志願者和926名轉移
性CRPC患者的資料進行了人群藥代動力學分析（基於預先
存在的腎功能），其中512人腎功能正常（CrCL≥90mL/分
鐘）、332人輕度腎功能不全（CrCL 60至<90mL/分鐘）、88
人中度腎功能不全（CrCL 30至<60mL/分鐘）、1人重度腎功
能不全（CrCL<30mL/分鐘）。預先存在輕度和中度腎功能
不全（CrCL 30至<90mL/分鐘）的患者與腎功能正常的患者
和志願者的Enzalutamide表觀廓清率相似。無法確定重度腎
功能不全或終末期腎病對Enzalutamide藥代動力學的潛在影
響，因為只有一名患者的臨床和藥代動力學資料[見特殊人
群中使用（8.6）]。
肝功能不全：

在肝功能正常（22例）和預先存在輕度（8例，Child-Pugh 
A級）、中度（8例，Child-Pugh B級）或重度（8例，Child-
Pugh C級）肝功能不全的志願者中評估了Enzalutamide和N-脫
甲基Enzalutamide的血漿藥代動力學。XTANDI以160mg單次劑
量給藥。基準線輕度、中度或重度肝功能不全的志願者和肝
功能正常的志願者Enzalutamide與N-脫甲基Enzalutamide的複
合AUC相似。結果在圖1中總結[見特殊人群中使用（8.7）]。
體重和年齡：

人群藥代動力學分析顯示體重（範圍：46至163kg）和年
齡（範圍：41至92歲）對Enzalutamide暴露沒有臨床相關影
響。



性別： 
尚未評估性別對Enzalutamide藥代動力學的影響。

種族： 
隨機臨床試驗中接受XTANDI治療的患者中大多數為白人 
（74％）。根據在日本和中國攝護腺癌患者中進行的研究的
藥代動力學資料，不同人群之間的暴露沒有臨床相關差異。
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評估其他種族中Enzalutamide藥代動力學
的潛在差異。

藥物交互作用

其他藥物對XTANDI的影響：

在健康志願者中進行的一項藥物-藥物交互作用試驗中，
單獨口服一劑 160mg劑量的 XTANDI，或在多次口服
Gemfibrozil（強效CYP2C8抑制劑）後口服一劑160mg劑量的
XTANDI。Gemfibrozil導致Enzalutamide和N-脫甲基Enzalutamide
的AUC0-∞增加2.2倍，對Cmax幾乎沒有影響。結果在圖1中總結
[見劑量和給藥（2.2）和藥物交互作用（7.1）]。
在健康志願者中進行的一項藥物-藥物交互作用試驗中，單
獨口服一劑160mg劑量的XTANDI，或在多次口服Rifampin 
（強效CYP3A4誘導劑和中度CYP2C8誘導劑）後口服一劑
160mg劑量的XTANDI。Rifampin導致Enzalutamide和N-脫甲基
Enzalutamide的AUC0-∞減少37％，對Cmax沒有影響。結果在圖1
中總結[見劑量和給藥（2.2）和藥物交互作用（7.2）]。
在健康志願者中進行的一項藥物 -藥物交互作用試驗
中，單獨口服一劑160mg劑量的XTANDI，或在多次口服
Itraconazole（強效CYP3A4抑制劑）後口服一劑160mg劑量的
XTANDI。Itraconazole導致Enzalutamide和N-脫甲基Enzalutamide
的AUC0-∞增加1.3倍，對Cmax沒有影響。結果在圖1中總結。

#藥代動力學參數（Cmax和AUC0-∞）適用於Enzalutamide和N-脫甲基Enzalutamide，
但食品效應試驗除外，在這些試驗中藥代動力學參數僅用於 Enzalutamide。  
*見劑量和給藥（2.2）。

圖1.其他藥物和內在/外在因素對XTANDI的影響 

XTANDI對其他藥物的影響：

在轉移性CRPC患者中進行的一項體內表型混合物藥物-藥物交
互作用試驗中，在XTANDI給藥前或同時（每天160mg，連續
服用至少55天後）單次口服給予CYP探針受質混合物（包括
CYP2C8、CYP2C9、CYP2C19和CYP3A4） 。結果在圖2中總結。
結果表明，在體內、穩態下，XTANDI是強效CYP3A4誘導劑和中
度CYP2C9和CYP2C19誘導劑[見藥物交互作用（7.3）]。XTANDI沒
有引起CYP2C8受質暴露的臨床相關變化。

在CRPC患者中進行的一項體內表型混合物藥物-藥物交互作
用試驗中，在XTANDI給藥前或同時（每天160mg，連續服
用至少49天後）單次口服給予CYP探針受質混合物（包括
CYP1A2和CYP2D6）。結果在圖2中總結。結果表明，在體
內、穩態下，XTANDI沒有引起CYP1A2或CYP2D6受質暴露的
臨床相關變化。

*見藥物交互作用（7.3）。

圖2.XTANDI對其他藥物的影響

在體外， Enzalutamide、N-脫甲基 Enzalutamide和主要
無活性代謝產物羧酸導致直接抑制多種CYP酶，包括 
CYP2B6、CYP2C8、CYP2C9、CYP2C19、CYP2D6和CYP3A4/5。但
隨後的臨床資料顯示XTANDI是CYP2C9、CYP2C19和CYP3A4
的誘導劑，對CYP2C8沒有臨床相關影響（見圖2）。在體
外，Enzalutamide導致CYP1A2的時間相依抑制。

體外研究表明，Enzalutamide在治療相關濃度下誘導CYP2B6
和CYP3A4，不誘導CYP1A2。
在體外，Enzalutamide、N-脫甲基Enzalutamide和主要無活性代
謝產物羧酸不是人類P-糖蛋白的受質。在體外，Enzalutamide
和N-脫甲基Enzalutamide是人類P-糖蛋白的抑制劑，而主要無
活性代謝產物羧酸則不是人類P-糖蛋白的抑制劑。

在體外，Enzalutamide和N-脫甲基Enzalutamide似乎不是人類
乳癌耐藥蛋白（BCRP）的受質，但Enzalutamide和N-脫甲基
Enzalutamide在臨床相關濃度下是人類BCRP的抑制劑。

13  非臨床毒理學

13.1 致癌、致突變、生育能力受損

透過口服飼法每天給予雄性和雌性 rasH2轉基因小鼠
Enzalutamide，連續26週，劑量高達每天20mg/kg時，沒有導
致腫瘤發生率增加。

細菌回復突變（Ames）試驗顯示Enzalutamide沒有誘導突
變。體外小鼠淋巴瘤胸苷激酶（TK）基因突變試驗和體內小
鼠微核試驗顯示Enzalutamide不具有遺傳毒性。

重覆劑量毒理學研究的非臨床結果與Enzalutamide的藥理
活性一致。根據這些結果，XTANDI治療可能會影響男性
生育能力。在一項為期26週的大鼠研究中，劑量為每天≥ 
30mg/kg（等於人體暴露量[基於AUC]）時，觀察到攝護腺和
精囊萎縮。在為期4、13和39週的狗研究中，劑量為每天≥ 
4mg/kg（人體暴露量的0.3倍[基於AUC]）時，觀察到攝護腺
和附睾精子發生過少和萎縮。

14  臨床研究

在四項隨機多中心臨床試驗中，在4692名CRPC患者中證實
了XTANDI的療效和安全性。所有患者都繼續接受GnRH治療
或接受過雙側睾丸切除術。允許（但不要求）患者繼續或開
始接受糖皮質素治療。 

AFFIRM研究（NCT00974311）：比較XTANDI和安慰劑對化學
療法後出現轉移性CRPC的效果 

在AFFIRM研究中，共1199名接受過含Docetaxel的化學療法的
患者以2:1的比例隨機分組，每天口服一次XTANDI 160mg（800
例）或安慰劑（399例）。研究治療持續至疾病惡化（影像學
惡化證據、骨骼相關事件或臨床惡化）、開始新的全身性抗
腫瘤治療、出現不可接受的毒性，或退出研究。排除既往有
癲癇發作史、使用已知會降低癲癇發作閾值的藥物，或有其
他癲癇發作風險因素的患者[見警告和注意事項（5.1）]。



以下患者人口統計學和基準線疾病特徵在兩個治療組之間具
有可比性。中位年齡為69歲（範圍：41-92歲 ）。種族分佈
為白人佔 92.7％、黑人佔3.9％、亞裔佔1.1％、其他種族佔
2.1％。92％的患者ECOG體能狀態評分為0-1分，28％的患者
平均簡短疼痛量表評分≥4分。91％的患者有骨轉移，23％
的患者有內臟受累（肺和/或肝臟）。研究開始時，59％的
患者有疾病惡化的影像學證據，41％的患者僅有PSA惡化。
所有患者都接受過含Docetaxel的化學療法，24％的患者接受
過兩種細胞毒性化學療法方案。在試驗期間，XTANDI組48％
的患者和安慰劑組46％的患者接受了糖皮質素治療。

XTANDI組有520名患者死亡時進行的預定中期分析顯示與安
慰劑組相比，XTANDI組整體存活率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改
善（表6和圖3）。

表6.AFFIRM研究中XTANDI和安慰劑治療組患者的整體存活率

XTANDI
（800例）

安慰劑 
（399例）

死亡人數（％） 308（38.5） 212（53.1）
中位存活時間（月）（95％ CI） 18.4（17.3，NR） 13.6（11.3, 15.8） 

P值1 p<0.0001 
危險比（95％ CI）2 0.63（0.53, 0.75） 

NR=尚未達到。

1.  P值來自根據基準線ECOG體能狀態評分（0-1或2分）和基準線平均疼痛評分 
（BPI-SF評分<4或 ≥4分）分層的對數等級檢定。

2.  危險比來自分層比例危險模型。危險比<1有利於XTANDI。

圖3.AFFIRM研究中整體存活率（Kaplan-Meier曲線）

PREVAIL研究（NCT01212991）：比較XTANDI和安慰劑在未
接受過化學療法的轉移性CRPC患者中的效果

在PREVAIL研究中，1717名未接受過化學療法的患者以1:1的
比例隨機分組，每天口服一次XTANDI 160mg（872例）或安
慰劑（845例）。允許收納有內臟轉移、有輕度至中度心臟
衰竭史（紐約心臟協會[NYHA]心功能分級I或II級），以及使
用可降低癲癇發作閾值的藥物的患者。既往有癲癇發作史或
有可能使患者易於出現癲癇發作的病症以及攝護腺癌引起中
度或重度疼痛的患者被排除在外。研究治療持續至疾病惡化
（影像學惡化證據、骨骼相關事件或臨床惡化）、開始細胞
毒性化學療法或試驗性藥物、出現不可接受的毒性，或退出
研究。評估了整體存活率和無影像學惡化存活率（rPFS）。
透過一系列成像來評估影像學惡化，並透過骨掃描發現並確
認的兩個或以上新發骨病變（攝護腺癌臨床試驗工作組2標
準）和/或實體腫瘤反應評估標準（RECIST版本1.1）中軟組
織病變惡化標準來定義。rPFS的主要分析使用透過獨立中心
審查（ICR）進行的疾病惡化影像學評估。

研究開始時，患者人口統計學和基準線疾病特徵在兩個治療
組之間具有可比性。中位年齡為71歲（範圍：42-93歲 ）。
種族分佈為白人佔 77％、亞裔佔10％、黑人佔2％、其他種
族佔11％。68％的患者ECOG體能狀態評分為0分，32％的患
者為1分。根據簡短疼痛量表的定義（研究開始時，在過去
24小時內經歷的最嚴重的疼痛），67％的患者基準線疼痛
評估為0-1分（無症狀），32％的患者為2-3分（輕度疼痛症
狀）。54％的患者有疾病惡化的影像學證據，43％的患者僅
有PSA惡化。12％的患者有內臟受累（肺和/或肝臟）。在研
究期間，XTANDI組27％的患者和安慰劑組30％的患者因各種
原因接受糖皮質素治療。

XTANDI組有540名患者死亡時進行的預定中期分析顯示與
安慰劑組相比，XTANDI組整體存活率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
著改善（表6）。XTANDI治療組40％的患者和安慰劑治療組
70％的患者接受了針對轉移性CRPC的後續治療，這可能會
延長整體存活時間。784名患者死亡時，進行了第二次存活
分析。中位追蹤時間為31個月。本次分析結果與預先指定
的中期分析的結果類似（表7、圖4）。第二次分析顯示， 
XTANDI治療組52％的患者和安慰劑治療組81％患者接受了
後續治療，這可能會延長轉移性CRPC患者的整體存活時
間。XTANDI治療組2％患者和安慰劑治療組29％患者接受了
XTANDI後續治療。

表7.PREVAIL研究中XTANDI和安慰劑治療組患者的整體存活率

XTANDI 
（872例）

安慰劑 
（845例）

預定中期分析1

死亡人數（％） 241（28） 299（35）
中位存活時間（月）（95％ CI） 32.4（30.1，NR） 30.2（28.0，NR） 

P值2 p<0.0001 
危險比（95％ CI）3 0.71（0.60, 0.84） 

第二次存活分析4

死亡人數（％） 368（42） 416（49）
中位存活時間（月）（95％ CI） 35.3（32.2，NR） 31.3（28.8, 34.2）
危險比（95％ CI）3 0.77（0.67, 0.88）

NR=尚未達到。

1. 資料截止日期為2013年9月16日。

2. P值來自非分層對數等級檢定。

3. 危險比來自非分層比例危險模型。危險比<1有利於XTANDI。
4. 資料截止日期為2014年6月1日。計劃進行最終整體存活分析時的死亡人數為≥765。

圖4.PREVAIL研究中整體存活率（Kaplan-Meier曲線）

與安慰劑治療患者相比，XTANDI治療組患者rPFS出現有統計
學意義的顯著改善（表8、圖5）。 



表8.PREVAIL研究中XTANDI和安慰劑治療組患者的無影像學
惡化存活率

XTANDI
（832例）

安慰劑 
（801例）

惡化或死亡人數（％） 118（14） 320（40）
中位rPFS（月）（95％ CI） NR (13.8, NR) 3.7（3.6, 4.6） 

P值1 p<0.0001 
危險比（95％ CI）2 0.17（0.14, 0.21） 

NR=尚未達到。

注：截至rPFS分析的截止日期，已有1633名患者被隨機分組 。

1. P值來自非分層對數等級檢定。

2. 危險比來自非分層比例危險模型。危險比<1有利於XTANDI。

圖5.PREPAIL研究中無影像學惡化存活率
（Kaplan-Meier曲線）

XTANDI治療推遲了開始細胞毒性化學療法的時間，XTANDI
組患者中位時間為28.0個月，而安慰劑組患者中位時間為
10.8個月[HR = 0.35（95％ CI：0.30, 0.40），p <0.0001]。
XTANDI組患者首次出現骨骼相關事件的中位時間為31.1個
月，而安慰劑組患者為31.3個月[HR = 0.72（95％ CI：0.61, 
0.84），p <0.0001]。骨骼相關事件定義為與攝護腺癌相關的
骨放射治療或手術、病理性骨折、脊髓壓迫，或改變抗腫瘤
治療以治療骨痛。

TERRAIN研究（NCT01288911）：比較XTANDI和Bicalutamide
在未接受過化學療法的轉移性CRPC患者中的效果

TERRAIN研究在375名未接受過化學療法的患者中進行。
這些患者以1:1的比例隨機分組，每天口服一次XTANDI 
160mg（184例）或Bicalutamide 50mg（191例）。既往有癲
癇發作史或有可能使患者易於出現癲癇發作的病症以及攝
護腺癌引起中度至重度疼痛的患者被排除在外。患者可接
受過Bicalutamide治療，但是先前在接受抗雄激素治療（如
Bicalutamide）後出現疾病惡化的患者被排除在外。研究治療
持續至疾病惡化（影像學惡化證據、骨骼相關事件）、開始
接受後續抗腫瘤藥物治療、出現不可接受的毒性，或退出研
究。透過獨立中心審查（ICR），使用攝護腺癌臨床試驗工
作組2標準和/或實體腫瘤反應評估標準（RECIST版本1.1）中
軟組織病變惡化標準來評估影像學疾病惡化。無影像學惡化
存活時間（rPFS）定義為從隨機分組到ICR評估首次出現影
像學惡化客觀證據或死亡的時間，以先發生者為準。

研究開始時，患者人口統計學和基準線疾病特徵在兩個治療
組之間具有可比性。中位年齡為71歲（範圍：48-96歲）。
種族分佈為白人佔93%、黑人佔5%、亞裔佔1%、其他種族
佔1%。74%的患者ECOG體能狀態評分為0分，26%的患者為
1分。根據簡短疼痛量表第3個問題的定義（研究開始時，在
過去24小時內經歷的最嚴重的疼痛），58％的患者基準線
疼痛評估為0-1分（無症狀），36％的患者為2-3分（輕度疼
痛症狀）。98％的患者在研究開始時有疾病惡化的客觀證
據。46％的患者接受過Bicalutamide治療，但沒有患者接受過
XTANDI治療。

與Bicalutamide治療組患者相比，XTANDI治療組患者rPFS有改
善（表9、圖6）。

表9.TERRAIN研究中患者的無影像學惡化存活率

   XTANDI
（184例）

Bicalutamide
（191例）

惡化或死亡人數（％） 72（39） 74（39）
中位rPFS（月）（95％ CI） 19.5（11.8，NR） 13.4（8.2, 16.4）
危險比（95％ CI）1 0.60（0.43, 0.83）

NR=尚未達到。

1. 危險比來自非分層比例危險模型。危險比<1有利於XTANDI 

圖6.TERRAIN研究中無影像學惡化存活率 
（Kaplan-Meier曲線）

PROSPER研究（NCT02003924）：比較XTANDI和安慰劑在非
轉移性CRPC患者中的效果

PROSPER研究收納了1401名非轉移性CRPC患者。這些患者以
2:1的比例隨機分組，每天口服一次XTANDI 160mg（933例）
或安慰劑（468例）。PROSPER試驗中所有患者都接受了
促性腺素釋素（GnRH）類似物或先前進行了雙側睾丸切除
術。透過攝護腺特異性抗原倍增時間（PSADT）和是否適用
骨靶向藥物對患者進行分層。患者必須滿足以下標準：PSA
倍增時間≤10個月、PSA≥2ng/mL，並透過盲法獨立中心審
查（BICR）確認非轉移性疾病。對PSA結果遮盲，並不用於
做出是否停止治療的決定。對於兩個隨機研究組，如果患者
出現由BICR證實的影像學疾病惡化、開始新治療、出現不可
接受的毒性，或退出研究，則停止治療。

以下患者人口統計學和基準線特徵在兩個治療組之間具有可
比性。隨機分組時，中位年齡為74歲（範圍：50-95歲）， 
23％的患者年齡為80歲或以上。種族分佈為白人佔71％、亞
裔佔16％、黑人佔2％。大多數患者（77％）Gleason評分為
7分或以上。中位攝護腺特異性抗原倍增時間（PSADT）為
3.7個月。54％的患者接受過攝護腺癌治療（手術或放射治
療）。63％的患者接受過抗雄激素治療，56％的患者接受過
Bicalutamide治療，11％的患者接受過Flutamide治療。在研究
開始時，所有患者東部腫瘤協作組體能狀態（ECOG PS）評
分均為0或1分。

研究的主要療效指標是無轉移存活時間（MFS），定義為從
隨機分組到以下任何一個事件首先發生的時間：1）BICR證
實有局部-區域和/或遠處影像學惡化， 2）死亡（直至停止
治療後112天），而且沒有影像學惡化的證據。與隨機接受
安慰劑的患者相比，隨機接受XTANDI的患者MFS出現有統計
學意義的顯著改善。當僅考慮遠處影像學惡化事件或死亡
時，無論截止日期如何，都觀察到類似的MFS結果。在預定
和分層患者亞組中（PSADT<6或≥6個月；先前是否使用過
骨靶向藥物）也觀察到類似的MFS結果。進行最終MFS分析
時（已報告所需事件數量的28％），整體存活（OS）資料
並不成熟。PROSPER研究中MFS的療效結果在表10和圖7中
總結。



表10.PROSPER研究療效結果摘要（治療意向人群）

XTANDI 
（933例）

安慰劑 
（468例）

無轉移存活

事件數量（％） 219（23.5） 228（48.7）
中位存活時間（月）（95％ CI）1 36.6（33.1，NR） 14.7（14.2, 15.0）
危險比（95％ CI）2 0.29（0.24, 0.35）
P值3 p<0.0001

NR=尚未達到。

1. 根據Kaplan-Meier估計值。

2.  危險比基於Cox回歸模型（治療是唯一的共變量），透過PSA倍增時間以及是否先前或
同時使用骨靶向藥物進行分層。與安慰劑相比計算危險比，危險比<1有利於XTANDI。

3.  P值基於透過PSA倍增時間（<6或≥6個月）以及是否先前或同時使用骨靶向藥物分
層的對數等級檢定。

圖7：PROSPER研究中無轉移存活率（Kaplan-Meier曲線）

與安慰劑治療組患者相比，XTANDI治療組患者首次使用新的
抗腫瘤治療（TTA）的時間被顯著延遲并具有統計學意義，
此結果支持主要療效指標。XTANDI治療組患者TTA中位時
間為39.6個月，安慰劑治療組為17.7個月（HR = 0.21; 95％ 
CI：[0.17,0.26]，p<0.0001）。

16 供貨方式/儲存和處理

XTANDI（Enzalutamide）40mg膠囊以白色至米白色橢圓形軟
明膠膠囊供應，以黑色墨水印有ENZ標記。XTANDI膠囊有以
下包裝規格：

	 •	 瓶裝，120粒膠囊（NDC 0469-0125-99） 

推薦儲存條件：將XTANDI膠囊存放在乾燥的地方，20°C至
25°C（68°F至77°F），並保持容器密閉。允許溫度偏離範圍
為15°C至30°C（59°F至86°F）。

XTANDI不應由患者及其護理人員以外的人員處理，尤其不應
由懷孕或可能懷孕的女性處理。不要溶解或打開膠囊。

17 患者諮詢資訊

建議患者閱讀FDA核准的患者仿單（患者資訊）。

癲癇發作

•	 	告知患者XTANDI可增加癲癇發作的風險。討論可能使患
者易於出現癲癇發作的病症和可能會降低癲癇發作閾值
的藥物。告知患者從事意識若突然喪失可能對自己或他
人造成嚴重傷害的任何活動的風險。告知患者如果出現
意識喪失或癲癇發作，應立即聯絡醫護人員[見警告和
注意事項（5.1）]。

可逆性後部腦病症候群（PRES）
•	 	告知患者如果症狀快速惡化（如癲癇發作、頭痛、警覺

性降低、意識模糊、視力下降或視力模糊；這些症狀可
能是PRES的症狀），應立即聯絡醫護人員[見警告和注
意事項（5.2）]。

超敏反應

•	 	告知患者XTANDI可能會引起超敏反應，包括臉部、唇
部、舌頭或咽部腫脹[見警告和注意事項（5.3）]。告知
患者如果出現這類超敏反應症狀，應停用XTANDI並及時
聯絡醫護人員。

缺血性心臟病

•	 	告知患者XTANDI可增加缺血性心臟病的風險。告知患者
如果出現任何提示心血管事件的症狀，應立即就醫[見
警告和注意事項（5.4）]。

跌倒和骨折

•	 	告知患者XTANDI可增加頭暈/眩暈、跌倒和骨折的發生
率。告知患者如果出現這些不良反應，應向醫護人員報
告[見警告和注意事項（5.5）]。

高血壓

•	 	告知患者XTANDI可增加高血壓的發生率[見不良反應
（6.1）]。

劑量和給藥

•	 	告知未接受過雙側睾丸切除術並正在接受GnRH治療的
患者，需要在XTANDI治療期間繼續接受GnRH治療。

•	 	告知患者每天在同一時間服用藥物（每天一次）。 
XTANDI可空腹或隨食物服用。應該整個吞下膠囊。不要
咀嚼、溶解或打開膠囊。

•	 	告知患者，在未事先諮詢醫護人員的情況下，不應中斷
或停用XTANDI，或改變劑量。

•	 	告知患者，如果漏服了一劑，應在記起時盡快服用。如
果整天都忘記服藥，應該在第二天照常服藥。每天服用
的劑量不應超過處方劑量[見劑量和給藥（2.1）]。

胚胎-胎兒毒性 

•	 	告知患者XTANDI可能會傷害發育期胎兒，並可導致妊娠
流失。告知懷孕或可能懷孕的女性不要處理XTANDI。 

•	 	建議有能夠懷孕的女性伴侶的男性患者在XTANDI治療
期間和服用最後一劑XTANDI後3個月使用有效的避孕方
法。告知男性患者在與孕婦性交時應使用安全套[見警
告和注意事項（5.6）]。

不育

•	 	告知男性患者XTANDI可能會損害生育能力[見特殊人群
中使用（8.3）]。

製造商和經銷商：Astellas Pharma US, Inc., Northbrook, IL 60062
行銷商：Astellas Pharma US, Inc., Northbrook, IL 60062
Pfizer Inc., New York, NY 10017
198511-XTA-MKT
僅限按處方使用

©2018年Astellas Pharma US，Inc.
XTANDI®是Astellas Pharma Inc.的註冊商標。  



患者資訊

XTANDI®（英文發音：ex TAN dee）
（Enzalutamide）

膠囊

XTANDI®是什麼？

XTANDI是一種處方藥，用於治療患有攝護腺癌而且旨在降
低睾固酮水平的內科或外科治療不再有效的男性患者。

目前尚不清楚XTANDI在女性中是否安全有效。 

目前尚不清楚XTANDI在兒童中是否安全有效。

在服用XTANDI之前，請告知醫護人員您的所有病症，包
括：

•	 癲癇發作、顱腦損傷、中風或腦瘤史。

•	 心臟病史。

•	 高血壓。

•	 血中脂肪或膽固醇含量異常（血脂異常）。

•	 	正在懷孕或計劃懷孕。XTANDI可傷害腹中胎兒並導致
妊娠流失（流產）。XTANDI膠囊不應由懷孕或可能懷
孕的女性處理。 

•	 伴侶正在懷孕或可能懷孕。

 o  有能夠懷孕的女性伴侶的男性應在XTANDI治療期
間和服用最後一劑XTANDI後3個月使用有效的避孕
方法（節育）。

 o  男性在與孕婦性交時必須使用安全套。

•	 	正在哺乳或計劃哺乳。目前尚不清楚XTANDI是否會進
入母乳。

告訴醫護人員您使用的所有藥物、包括處方藥和非處方
藥、維他命和草藥補充劑。XTANDI可能影響其他藥物的作
用方式，而其他藥物也可能會影響XTANDI的作用方式。

在與開立XTANDI的醫護人員討論之前，您不應該開始或停
止任何藥物。

了解您使用的藥物。隨身攜帶一份藥物清單，以便在獲得
新藥物時出示給醫護人員和藥劑師。

我應該如何服用XTANDI？
•	 嚴格遵照醫護人員的指示服用XTANDI。
•	 每天一次在同一時間服用處方劑量的XTANDI 。
•	 如果需要，醫護人員可能會改變您的劑量。

•	 	在未與醫護人員討論的情況下，請勿改變XTAANDI的
處方劑量或停止服用XTAANDI。

•	 XTANDI可空腹或隨食物服用。

•	 整個吞下XTANDI膠囊。不要咀嚼、溶解或打開膠囊。

•	 	如果您正在接受促性腺素釋素（GnRH）治療，您應該
在XTANDI治療期間繼續接受GnRH治療，除非您接受過
降低體內睾固酮水平的手術（手術去勢）。

•	 	XTANDI不應由您或您的護理人員以外的人員處理，尤
其不應由懷孕或可能懷孕的女性處理。

•	 	如果您漏服了一劑XTANDI，請在當天記起時盡快服用
處方劑量。如果您漏服了當天的劑量，請在第二天常
規服藥時間服用處方劑量。每天服用的XTANDI劑量不
要超過處方劑量。

如果您過量服用XTANDI，請立即致電醫務人員或前往離您
最近的急診室。如果您過量服用XTANDI，可能會增加癲癇
發作的風險。

XTANDI可能會引起哪些副作用？

XTANDI可能會引起嚴重的副作用，包括：

•	 	癲癇發作。如果您服用XTANDI，可能有癲癇發作的風
險。您應該避免意識若突然喪失可能會對自己或他人
造成嚴重傷害的活動。如果您出現意識喪失或癲癇發
作，請立即告訴醫護人員。 

•	 	可逆性後部腦病症候群（ PRES）。如果您服用
XTANDI，可能有出現PRES（一種涉及大腦的病症）
的風險。如果您出現癲癇發作或症狀快速惡化，如頭
痛、警覺性降低、意識模糊、視力下降、視力模糊或
其他視覺問題，請立即告訴醫護人員。醫護人員將進
行檢查以排查PRES。

•	 	過敏反應。服用XTANDI的患者中有人曾發生過敏反
應。如果您出現臉部、舌頭、唇部或咽部腫脹，請立
即停止服用XTANDI並就醫。

•	 	心臟病。在XTANDI治療期間，一些人發生了可導致死
亡的心臟動脈阻塞（缺血性心臟病）。醫護人員將在
XTANDI治療期間監測您是否出現心臟病的症狀和症
候。如果您在XTANDI治療期間出現胸部疼痛或不適（
無論是在安靜狀態下還是在活動時）或呼吸急促，請
立即致電醫護人員或前往離您最近的急診室。

•	 	跌倒和骨折。XTANDI治療可能會增加跌倒和骨折的
風險。跌倒不是由意識喪失（昏厥）或癲癇發作引起
的。醫護人員將在XTANDI治療期間監測您出現跌倒和
骨折的風險。

如果您出現嚴重的副作用，醫護人員將停止XTANDI治療。 

XTANDI最常見的副作用包括：

•	 	無力或感覺比平時更累

•	 食慾下降

•	 潮熱

•	 關節痛

•	 頭暈

•	 	感覺您自己或您周圍的物
體在移動或旋轉（眩暈）

•	 高血壓

•	 頭痛

•	 體重下降

XTANDI可能會導致男性出現生育問題，這可能會影響生
兒育女的能力。如果您對生育能力有疑慮，請諮詢醫護人
員。

上述副作用並非是XTANDI可能引起的所有副作用。請聯絡
醫生，徵求有關副作用的醫療建議。您可以向FDA報告副
作用，電話1-800-FDA-1088。
我應該如何存放XTANDI？
•	 將XTANDI存放在68°F至77°F（20°C至25°C）。

•	 保持XTANDI膠囊乾燥並置於密閉容器中。

將XTANDI和其他所有藥物都放在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有關安全有效使用XTANDI的一般資訊。

有時會開立藥物用於未在患者資訊單中列出的用途。不要
將XTANDI用於治療處方之外的其他病症。不要把XTANDI
給其他人，即使他們有與您同樣的症狀。這可能會傷害他
們。

您可以要求醫護人員或藥劑師提供為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編
寫的XTANDI資訊。



XTANDI有哪些成分？

活性成分：Enzalutamide
非活性成分：辛酰基己酰基聚氧乙烯甘油酯、丁基化羥基
苯甲醚、丁基化羥基甲苯、明膠、山梨糖醇脫水山梨糖醇
溶液、甘油、純淨水、二氧化鈦和氧化鐵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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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ANDI®是Astellas Pharma Inc.的註冊商標。欲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Xtandi.com或致電1-800-727-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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