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藥指南
PRISTIQ® (pris-TEEK)
地文拉法辛(desvenlafaxine)
緩釋片

關於 PRISTIQ 這款藥物，有哪些最重要資訊是我應該要知道的呢？
PRISTIQ 可能會引起一些嚴重的副作用，其中包括：


在治療的頭幾個月，某些兒童或年輕人可能出現自殺念頭，或採取自殺的風
險增加。PRISTIQ 不適用於兒童。



抑鬱症或其他嚴重的精神疾病是出現自殺念頭或採取自殺行為的最重要成因。

如何察覺及預防自殺的念頭和行動？
o

密切注意在情緒、行為、思想或感受上出現的任何變化，尤其是突然的變化。
當剛開始服用抗抑鬱藥物或劑量改變時，這一點尤其重要。

o

立即致電醫生，報告在情緒、行為、思想或感受上出現的新變化或突然變化。

o

如期到醫護服務機構覆診。如有需要（尤其當你對症狀有疑慮時），可在覆診
前後期間致電醫生查詢。

如果你出現以下任何症狀，特別是出現新症狀、更嚴重的或讓你疑慮的症狀
時，請立即通知醫生：
o

有自殺或不想生存的念頭

o

難以入睡（失眠）

o

企圖自殺

o

容易發怒

o

新的或更嚴重的抑鬱症狀

o

有攻擊性、憤怒或暴力

o

新的或更嚴重的焦慮症狀

o

有作出危險行動的衝動

o

容易激動或焦躁不安

o

說話和活動異常地多起來

o

容易受驚嚇

o

其他不尋常的行為或情緒的變化

什麼是 PRISTIQ?


PRISTIQ 是用於治療抑鬱症的處方藥物，該藥用於治療患有重度抑鬱症 (MDD)的成
年患者。PRISTIQ 屬於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再回收抑制劑 (SNRI)類藥物。

如果你有以下情況，請勿服用 PRISTIQ ：


對 desvenlafaxine succinate、venlafaxine hydrochloride 或 PRISTIQ 的任何成份過敏。



正在服用單胺氧化酶抑製劑 (MAOI)。



在過去 14 天內停止服用 MAOI 藥物。如果不清楚有否服用 MAOI，請向你的醫生或
藥劑師查詢。



正在接受抗生素利奈唑胺(antibiotic linezolid)或靜脈注射亞甲藍(intravenous methylene
blue)治療。

在停止 PRISTIQ 治療至少七天後，方可開始服用 MAOI。

在開始服用 PRISTIQ 時，請告訴醫生你的所有醫療狀況，包括你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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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



心臟問題



腦血管問題或曾經中風



有或曾經有過出血問題



躁鬱症、躁狂症或輕度躁狂的家族病史



高膽固醇或高甘油三酯



有或曾經有抑鬱症、自殺念頭或行為



腎臟或肝臟問題



有或曾經有過腦癇或痙攣



血液中的鈉含量低



懷孕或計劃懷孕。如果你在懷孕期間服用 PRISTIQ ，請與醫生查詢對胎兒的潛在風
險。



o

如果你在接受 PRISTIQ 治療期間懷孕或疑似懷孕，請告訴你的醫生。

o

如果你在接受 PRISTIQ 治療期間懷孕，請告訴你的醫生。

正在哺乳或計劃進行哺乳。PRISTIQ 可能會進入母乳之中。請向醫生查詢有關在接
受 PRISTIQ 治療期間哺乳嬰兒的最佳方法。

請告訴醫生有關你正在服用的所有藥物，包括處方藥物和非處方藥物、維他命
及草藥補充劑。
PRISTIQ 與其他藥物可能會互相影響而引致嚴重的副作用。PRISTIQ 可能會影
響其他藥物的效果；同時，其他藥物亦可能會影響 PRISTIQ 的藥效。
如果你服用以下藥物，請務必告訴你的醫生：


其他 MAOI 藥物



治療偏頭痛的藥物，如曲坦類藥物(triptans)



三環類抗抑鬱藥(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芬太尼(fentanyl)



鋰(Lithium)



曲馬朵(tramadol)



色氨酸(tryptophan)



丁螺環酮(buspirone)



安非他命(amphetamines)



聖約翰草(St. John's Wort)



其他含有 desvenlafaxine 或 venlafaxine 的藥物



可能影響血液凝固的藥物，如阿司匹林(aspirin)、非類固醇消炎藥(NSAID)、華
法林(warfarin)



治療情緒、焦慮、精神病或思想障礙的藥物，包括選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
制劑 (SSRI) 及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再回收抑制劑 (SNRI)

如果不確定有否服用這些藥物，請向你的醫生查詢。醫生會告訴你在服用 PRISTIQ
時，同時服用其他藥物是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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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有諮詢醫生的情況下，切勿在接受 PRISTIQ 治療期間開始或停止服用任何其他藥
物。突然停止服用 PRISTIQ 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副作用。詳情請參閱「PRISTIQ 可能會
有什麼副作用？」
了解你正在服用的藥物。當你需要服用新藥物時，請將正在服用的藥物清單交予你的醫
生。

如何服用 PRISTIQ？


按照你的醫生的指示服用 PRISTIQ。



在每天大約相同的時間服用一次 PRISTIQ。



PRISTIQ 可空肚或飽肚服用。



用水吞服整片 PRISTIQ。切勿切開、輾碎、咀嚼或溶解 PRISTIQ 藥片。



當你服用 PRISTIQ 時，你可能會在糞便中發現類似藥片的東西。這是藥物被身體吸
收後殘留的藥片外殼。



如服用過量 PRISTIQ ，請立即通知醫生或立即前往最近的急症室。

當服用 PRISTIQ 時，應避免進行什麼活動？


請了解 PRISTIQ 會對你造成的影響，否則請切勿開車或操作機械。



避免飲用酒精類飲品。

PRISTIQ 可能會有什麼副作用？
PRISTIQ 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副作用，包括：


詳情請參閱「關於 PRISTIQ 這款藥物，有哪些最重要資訊是我應該要知道的
呢？」


血清素綜合症。當你服用 PRISTIQ 同時服用某些其他藥物時，可能會出現一種
名為「血清素綜合症」，可能會危及生命的狀況。詳情請參閱「如果你有以下情
況，請勿服用 PRISTIQ ：」，如果出現以下任何血清素綜合症的病徵及症狀，請通
知你的醫生或前往就近的醫院急症室：



o

情緒激動

o

看到或聽到不真實的事物（幻覺）

o

思想混亂

o

昏迷

o

心跳快速

o

血壓出現變化

o

頭暈

o

出汗

o

潮紅

o

高體溫（體溫過熱）

o

顫抖、肌肉繃緊或抽搐

o

失去協調

o

腦癇

o

噁心、嘔吐、腹瀉

出現高血壓或高血壓惡化（高血壓）- 在接受 PRISTIQ 治療前及治療期間，你的
醫生應要檢查你的血壓。如果你患有高血壓，應加以控制，然後才開始服用
PRISTIQ。



異常出血或瘀傷 - 在服用 PRISTIQ 時同時服用阿司匹林、NSAID 類藥物或薄血藥，
可能會增加相關風險。如出現任何異常的出血或瘀血情況，請立即告訴你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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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問題 （閉角型青光眼）- 多種抗抑鬱藥物（包括 PRISTIQ）可能會導致某類名
為閉角型青光眼的眼部疾病。如果你的視力出現變化或眼痛，請聯絡你的醫生。



停藥症狀- 當你於服用較高劑量 PRISTIQ 時突然停藥，可能會出現嚴重副作用。醫
生有可能會以慢慢減少劑量的方式減藥。這些症狀可能包括：



o

頭暈

o

噁心

o

頭痛

o

煩躁不安及情緒激
動

o

睡眠問題

o

腹瀉

o

焦慮

o

疲倦

o

異常的夢境

o

出汗

o

思緒混亂

o

情緒改變

o

腦癇

o

o

輕中度躁狂症

o

耳內鳴響（耳鳴）

電擊感（皮膚感覺異
常）

腦癇（抽搐痙攣）

血液中的鈉含量低（低血鈉症）。服用 PRISTIQ，可能會出現低血鈉的情況。
血鈉含量低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副作用甚至致命。血鈉含量低的病徵或症狀可能包
括：







頭痛



難以集中



記憶力減退



思緒混亂



雙腳無力或站不穩而跌倒

在嚴重或突發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病徵或症狀包括：


幻覺（看到或聽到不真實的事物）



昏厥



腦癇



昏迷

肺部問題。部分患者在服用 PRISTIQ 的同類藥物時，例如文法拉辛(venlafaxine)，肺
部會出現問題。肺部問題的症狀包括：呼吸困難、咳嗽或胸部不適。如果你出現任
何這些症狀，請立即通知你的醫生。

PRISTIQ 的最常見副作用包括：


噁心



頭暈



睡眠問題



出汗



便秘



感到睏倦



食慾不振



焦慮



性功能問題

這裡不能列舉所有 PRISTIQ 可能引起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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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醫生查詢有關副作用的詳情。

我應該如何儲存 PRISTIQ？


請按照外包裝上列明的貯存條件貯存藥物。



請勿把 PRISTIQ 和其他藥物置於兒童可取及處。

有關安全和有效使用 PRISTIQ 的一般資訊
本藥物有時會用於「用藥指南」中列明的用途以外之目的。切勿在未有處方的情況下服
用 PRISTIQ 。切勿將 PRISTIQ 給予他人服用。這藥物可能會對他們造成傷害。如果你
想了解更多，請向你的醫生查詢，你亦可以詢問你的藥劑師或醫生有關 PRISTIQ 的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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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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