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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 
每錠含 Tramadol hydroehloride………………..100mg 
 
【特性、效用】 
Tramadol 是一種作用於中樞神經系統的鎮痛劑，它的鎮痛效果一部分來自原型藥物之腎
上腺素的作用。它的主代謝產物 O-Desmethyltramadol 是一種非選擇性的作用劑(增效藥)。
它在μ-oplold receptor，δ-oplold receptor，χ-oplold receptor 中，對μ-Receptor(μ受體)
具有較大的親和性。Tramadol 的適用範圍相當廣泛，而且在處方中加入 Tramadol 作為鎮
痛劑時，不像 Marphlne 會引起呼吸抑制的作用，它對人體心血液循環系統造成的影響甚
小。Tramadol 的鎮痛效果大約是嗎啡的十分之一至六分之一。 
藥物動力學 
【吸收性】 
口服 Tramadol 的吸收率高於 90%。Tramadol 持續釋放錠的絕對生體可用率平均值約為
68%，而且不會因同時進食而受到影響。口服後第一次測出的代謝量最高達 30%。 
服用本藥後 4.9 小時，其作用物質在血漿中的濃度可達到最高值 Cmax 為 141±40mg/ml。
服用本藥之相生體可用率與非長效製劑大致相同。 
血清濃度與 Tramadol 的鎮痛效果之間的關係視服用劑量而定，但有些個案會與平均值有
很大的差異，血清濃度在 100-300ng/ml 時，通常會達到良好的鎮痛效果。 
 
【分佈】 
Tramadol的組織親和性很好，分佈體積為≧±40L。與血清蛋白的結合率約為 20%。Tramadol
不會進入血腦屏障及胎盤。在母乳中能夠測得的 Tramadol 及其所含的 O-Desmethyl 衍生
物量十分低(0.1%，或是使用劑量的 0.02%)。 
 
【新陳代謝/排出】 
Tramadol 的排除半衰期約為 6 小時，此排出時間與使用方式無關。 
Tramadol 在人體中主要是經由氮的脫甲基作用以及氧的脫甲基作用代謝至體外，與氧的
脫甲基作用產物以及 Glucuronic acid 的作用亦有助於 Tramadol 的代謝。只有
O-Desmethyltramadol 具有藥理學上的活怍，但它在血液中的濃度低於 Tramadol。檢驗結
果顯示 O-Desmethyltramadol 的作用交果是原型藥的 2.4 倍。其排除半衰期平均為 7.9 小
時，大致與 Tramadol 相差不多。Tramadol 及其代謝產物幾乎全部(90%)是經由腎臟排出體
外，其中大約有 1/4-1/3 的作用物質未被人體吸收就直接經由尿液排出體外。由於排出情
況良好，使用 Tramadol 並不會因為代謝產的延遲排出而導致併發症。 
 
【在特殊情況下的藥效學】 
Tramadol 的藥效受年齡的影響十分小，因此對治療而言，年齡因素不必列入考慮。年齡
超過 75 歲，肝功能及腎功能並未明顯衰退的病人，其 Tramadol 的排除半衰期大約為一般
成年人的 1.4 倍。 
病人有肝功能或腎功能障礙時，其Tramadol的減半時間會較長，但只要這兩個排泄器官(肝
臟及腎臟)中有一個功能正常，則減半時間的增加將會十有限。有肝硬變的病人的 Tramadol
的減半時間大約是 13 小時(肝硬變十分嚴重者最長可達 22 小時)。腎功能不健全(肌酸清
除 Creatinin Cleance <5ml/min)的病人的 Tramadol 的減半時間大約是 11 小時(腎功能不健
全情況十分嚴重者最長可達 20 小時)。肝功能和腎功能都有障礙的病人只能經由血液透析
或血液過濾慢慢的將 Tramadol 排出體外。 
 
【適應症/使用範圍】 
中度至嚴重性的急慢性疼痛。 
 
【用法用量】 
一般劑量，應視病人的疼痛程度和病人對藥物的敏感性而加以調整。成人及 14 歲以上的
青少年使用本藥的一般劑量如：一次劑量：每次配合開水服用 1-2 粒，飯前或飯後均可服
用，最好是在早上和晚上各服用一次。原則上應選擇可達鎮痛效果之最小劑量。一般而
言，每日劑量達 400mg 應已足夠。即使將每日劑量提高到 600mg，所增加的療效亦屬有
限。 
關於劑量的特別說明 
【兒童】 
本藥不適合 14 歲以下的兒童使用。 
 
【腎功能不健全及肝功能不健全】： 
對腎功能不健全或肝功能不健全的病人，本藥的作用時間可能會延長。必要時應視藥效
消退後再度出現疼痛的時間，調整服藥的間隔時間。 
 
【透析】 
由於 Tramadol 的分佈體積十分廣泛，所以經由透析或血液過濾的方式，只能以十分緩慢
的速度將 Tramadol 自血清中排出。因此即使是必須接受血液透析治療的病人，在做完血
液透析後也無需補充服用劑量。 
 
【老年病人】 
一般而言，沒有明顯的肝功能或腎功能衰退現象的老年病人仍可適用前述之一般劑量，，
無需特別調整。年齡超過 75 歲，肝功能及腎功能並未明顯衰退的病人，其排出 Tramadol



所需的時間可能會較長，所以服藥的間隔時間應視病人的個別情況，做適度的調整。 
 
【禁忌】 
凡對 Tramadol 過敏的病人，以及有急性酒精中毒、安眠藥、鎮痛劑中毒、精神藥物中毒
的病人，目前正在服用或是過去 14 天以內曾服用胃酸抑制藥物的痛人，都必須禁用。 
毒癮患者亦不得使用本藥，雖然 Tramadol 是一種有鴉片成份的鎮痛劑，但它並不能抑制
嗎啡戒斷綜合症。 
 
【安全措施】 
本藥必須在合格醫師的嚴格監督下，才能應用於對鴉片製劑有依賴性的病人、因不明原
因造成意識障礙的病人、呼吸中樞或呼吸功能有障礙的病人，以及有腦壓升高現象的病
人。 
對鴉片製劑有過敏反應的病人在使用時必須特別小心。有腦性癲癇症的病人，服用本藥
必須特別小心。當病人癲癇症發作時，應注意觀察因同時服用其他藥物而導致癲癇發作
的可能性有多大。這些藥物包括降低癲癇  的藥物，以及可以在中樞神經系統中引起腎
上腺素能的藥物，如三環抗抑鬱藥、精神抑制藥、胃酸抑制藥物、Serotonin reuptake 抑制
藥等。 
Tramadol 有輕微的潛在上癮性。長期使用可能導致心理和生理上的依賴。曾經有過鴉片
製劑癮的病人在使用本藥時必須特別小心。 
即使是按規定劑量服用本藥，也可能影響病人在開車和操作機器時的反應能力。尤其是
同時受到酒精或其他精神性藥物的作用時，更容易影響病人開車和操作機器時的反應能
力。 
 
【懷孕期/哺乳期】 
重物生殊實驗顯示 Tramadol 不會幼胎或受精卵造成影響。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以孕婦做
過人體實驗。如果要以鴉片製劑作為孕婦的鎮痛劑，則只淮許使用一次劑量的 Tramadol，
不得使用其他鴉片製劑。在整個懷孕期間都應該避免長期使用 Tramadol，以免上癮。 
Tramadol 在生產前和生產後都不會對子宮的收縮能力造成影響。但可能會對新生兒的呼
吸頻率造成輕微（不需送醫）的影響。在哺乳期間，母體血漿中的 Tramadol 大約會有 0.1%
會經由母乳排至體外。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含 Tramadol 的母乳會對嬰兒造成任何不良影
響的證據，如果只是短期服用 Tramadol，無需中斷哺乳。 
 
【副作用】 
超過 5%的病人會有類似中樞神經系統失常的現象出現，如頭暈(14%)、神智恍惚、發抖、
噁心(15%)、嘔吐(9%)。0.1%-5%的病人會有口乾舌燥、多汗、虛弱/虛脫的感覺、心痛的
感覺，這些副作用在病人站立或背負重物時尤其容易出現。其他可能出現的副作用還有：
嘔吐、頭痛、便祕、腸胃不適(胃重壓感，肚脹感)。皮膚不適(發癢、皮疹)。有極少數的
病人(<0.1%)會有運動遲緩（虛弱）、胃口改變、排尿困難等現象。還有極少數的病人在使
用之後會有各種不同的精神、心理上的不適感覺出現，如情緒改變（激動、不安）、活力
降低（抑鬱、寡觀）知覺和感官能力改變（如判斷能力、意識無法集中）。 
患有腦性癲癇的病人有時會增加癲癇發作的危險。但這種情形幾乎只有在以靜脈注射方
式吸收了高劑量的 Tramadol，且併用其他神經抑制藥的時候才會發生。 
有極少數的病人在使用本藥後會有過敏反應和出現休克現象。到目前為止，以口服方式
服用從未有過造成中樞神經系統受抑制的案例出現。但是若服用劑量超出建議劑量許
多，並且併用其他藥物，就不能百分之百保證不會有中樞神經系統受抑制的現象出現。 
 
【藥物交互作用】 
若同時併用其他也是作用於中樞神經系統的藥物，再加上酒精的作用，可能會對中樞神
經系統造成過大的影響。在動物試驗中，本藥和巴比妥酸鹽類的藥物併用會使動物被麻
醉的時間變長，若與安神藥（Tranquillzer）併用，則可以得到更好的鎮痛效果。若同時併
用（或之前曾經用過）Clmetiaine，並不會使 Tramadol 的藥效造成值得一提的影響。若同
時併用（或之前曾經用過）Carbamazepine，會使 Tramadol 的鎮痛效果降低，藥效（鎮痛）
持續時間也會縮短，因此正在使用 Carbamazepine 的病人若要用 Tramadol 來止痛，醫生
必須特別注意劑量的斟酌。 
有些個案指出，同時使用 Tramadol 和精神抑制藥會造成病人的癲癇症發作，Tramadol 造
成的若干副作用可能是因為併用其他藥物造成的，這些藥物包括會刺激腎上腺素系統的
三環抗抑鬱藥和單胺氧化酉每的藥物如（Seleglline），應避免同時使用 Tramadol 及單胺氧
化酉每抑制劑。 
 
【劑量過多】 
原則上 Tramadol 中毒的症狀與其他鴉片製劑的中毒症狀相同/類似，如瞳孔縮小、嘔吐、
循環虛脫、神智恍惚至失去知覺、昏迷、痙攣、呼吸抑制至呼吸痲痺。發生 Tramadol 中
毒時的處理措施適用一般性急救措施，首先要注意保持病人呼吸道的暢通。維持病人呼
吸及血液循環機能。若病人係以口服方式服用 Tramadol，應以催吐方式使病人將胃中的
Tramadol 嘔吐出來（病人意識清醒時），或是將病人洗胃。Naloxone 可作為呼吸抑制的解
毒藥。在動物試驗中 Naloxone 對痙攣；癲癇並無任何作用；治療痙攣/癲癇應使用 Dlazepam
靜脈注射。 
 
【保存期限】 
請注意遵守包裝盒上註明的保存期限。 
 
【包裝】 
6-1000 錠 塑膠瓶裝、鋁箔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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