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但這種藥較昂貴，每兩星期

打一劑，每個月都近萬元。雖然

▲

十五歲的梁婆婆，三年
前確診類風濕關節炎。

▲

八
貴，但藥效很好，注射生物製劑

的這一年來，我的手指沒有再彎

曲。不過，為兒子帶來了經濟負

擔，一年單是藥費都十幾萬，往

後還要繼續打……」梁婆婆說。
約半年前，梁婆婆獲告知有

一種新推出的生物相似劑供選

擇，效用與原生物製劑一樣，售

價便宜三分一。梁婆婆與兒子商

量後，決定轉藥，減輕家人經濟

負擔。

甚麼是生物相似劑？它與生

生物製劑
 抑制發炎反應

物製劑有甚麼分別？

張錚醫生說，目前香港只有一半類風濕關
節炎患者在治療後達到病情緩解。

個非常複雜的結構，
即使知道氨基酸的
序列，仍需要進
行其他合成過
程，當中結構
是否與原藥物
一模一樣，仍
然會存在不確
定性。如果藥物
結構稍有差異，
功效會有很大差
別，有機會未能辨認
所針對的抗原，因而無
法發揮效用，甚至錯誤攻擊
正常細胞，產生無法預料的副作
用。
「縱使生物相似劑的氨基酸
排序與原生物製劑一模一樣，藥
物化學結構總會有些微分別，所
以不能說是完全一樣的藥物，
因此生物相似劑除了需要進行
『生物等效性』測試，確認其
分解及吸收與原廠藥物非常接
近，亦需要於臨牀測試中獲評定
與原廠生物製劑有同等效果和安
全性，才能推出市場。」張醫生
說。
生物相似劑一般只需經第三
期臨牀研究，亦毋須像生物製劑
般經歷長時間研發，令其研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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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我如常睡覺，早上醒
來時發現手指都彎曲了，無法伸
直，要待一段時間感覺才好一
點，慢慢可以伸直。我感到奇
怪，手指無法伸直，卻不痛又不
腫。我之後分別見過中醫和西
醫，做過很多檢查，最後政府醫
院的風濕科醫生，確診我患上類
風濕關節炎。」梁婆婆說。
由於當時政府醫院的藥物選
擇種類有限，醫生只能處方類固
醇控制病情，然而梁婆婆的病情
時好時差，其後她轉到私家醫院
繼續跟進病情。
「在私家醫院，我有較多藥
物選擇。當時醫生說可以考慮最

發、生產過程複雜和牽涉

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傳統
▲
藥物有很多種，其控制發炎
的效果約三至四成。

類風濕關節炎是由於免疫系統
攻擊關節，常見徵狀包括手指
關節發炎、腫脹、僵硬等。

瘤壞死因子

結構複雜 不易複製

態。

炎症反應，令病人回復正常狀

和生產過程都與生物製劑相似，

相似劑。」
生物製劑由蛋白質組成，製
造過程需要利用有生命的細胞，

排序，並拼對氨

例如細菌、人類細胞或其他細
胞，把其

質，成為生物製劑。現時常用的

高科技，故其售價較高。藥

然而由於生物製劑的研

生物製劑，都是以抗體形式，針

物專利權屆滿後，其藥物成分需

基酸次序，然後組成特定蛋白

對人體細胞運作的原理，從而有

作過程複雜，技術要求亦高，即

要公開，不過因為生物製劑的製
生物製劑之所以能夠治療自

使公開了其成分，都不容易完全

效調節體內特定蛋白的水平。

身免疫系統疾病，是因為它能夠

張錚醫生表示，蛋白質是一

複製。
）或腫

治類風濕關節炎

生 物 相 似 劑

治療效果亦接近，故又稱為生物

膝關節亦有機會
受影響。

新的生物製劑，可以有效控制病
情、副作用較少。我當時都想轉

一直跟進梁婆婆病情的養和
醫院風濕病科專科醫生張錚醫生
說：「生物相似劑（ Biosimilars
）
是近年才推出市場、效果和原廠

然而生物製劑藥費高昂，對於需要長期使用的病人來說是頗重
的經濟負擔。最近出現藥費較便宜的生物相似劑，它是否能取代生
撰文：陳旭英 設計：張均賢
物製劑？

（ T N F-α
）等，或
抑制過度活躍的免疫細胞，減低

的生物製劑非常接近。由於成分

生物製劑可算是近十幾年的革命性藥物，透過複雜的高科技生
產過程製造出來的蛋白質，可以治療多種疾病，其中用於治療風濕
科疾病的效果尤其顯著，令更多患者的病情能達致緩解，可以重過
正常生活。
▲目前生物製
劑設計成方便
患者自行注射
的針劑。

針對地抑制誘發發炎反應的發炎
因子，如白血球介素（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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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手指關節會因為
長時間發炎而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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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

本大大減低，所以生物相似劑的
細胞

「抗腫瘤壞死因子生物製劑」、
6

細胞

種，分別是阿達木

免疫疾病的生物相似劑有兩

療選擇。目前本港用於治療自體

入了生物相似劑供他們多一個治

少病人未能受惠，近年本港亦引

然而生物製劑價格昂貴令不

考慮病人需要
選擇藥物


息傳導，達致治療效果。

「靶分子」，干擾導致發炎的信

則是新型小分子藥物，針對特定

物可以選擇。至於口服標靶藥物

生物製劑」，目前共有十二種藥

「白介素 - 抑制劑」、「
協同刺激調節劑」和「抗
T
B

售價比原生物製劑便宜。

生物相似劑
售價較便宜

張醫生指出，生物相似劑的

出現，為病人提供多一個較便
宜、藥效與生物製劑相若的選
擇，有助控制病情，長遠亦能減
輕對整體醫療系統的負擔。
以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為例，
傳統藥物包括非類固醇抗炎藥、
抗風濕藥，以及類固醇。其中抗
風濕藥包括甲氨蝶呤、羥氯喹、
來氟米特、柳氮磺吡啶，它們都
是免疫力抑制劑，如果病人使用
一種藥物後未能有效控制病情，
或需要配合多於一種藥物一併使
用，但當病人用藥的種類愈多，
副作用亦會愈大，而且一般需四

因素，包括病人的病情及個人需

常。

展一下便會回復正

動的正常現象，伸

加上長時間沒有郁

常的關節活動少，

認為這只是長者正

經張醫生診斷後，

張醫生報告情況，

痛。她在覆診時向

睡醒後感覺腳部酸

出現無法伸直的情況，不過有時

病情的控制良好，其手指沒有再

梁婆婆轉用生物相似劑後，

擔。

一步下降，可以減輕家人經濟負

三分一，但有望日後藥物售價進

元，雖然只比原廠生物製劑便宜

的梁婆婆，現時每月藥費約五千

半年前開始使用生物相似劑

的壽命。」張醫生說。

的風險都會減少，有助延長病人

鬆、淋巴白血病、間質性肺炎等

發症包括心血管疾病、骨質疏

作；最重要是病情控制得好，併

保持其生活質素，能夠如常工

藥後病人關節得到保護，亦可以

病人可以達到病情完全緩解。用

藥物，估計香港有七成

都可以使用有效

若每個病人

當關節不再發炎，
病人能如常活動。

（資料圖片）

至六星期才開始見效。
近年出現的生物製劑和口服
標靶藥，只需要單一種藥物便能
有效控制病情，毋須併用，藥效
亦較快較理想。張錚醫生指出，
類風濕關節炎較新的治療方案主
要有五種藥物，包括四種生物製
劑及一種標靶藥。當中不同的生
物製劑針對不同的發炎因子或免
疫細胞，四類生物製劑分別為

不過病人應該選擇用哪一種

抗（ Infliximab
）的生物相似劑，
外國有更多選擇，其價格比生物

要、藥物對病情控制的效果、病

藥物，張醫生說需要考慮多方面

製劑便宜三分一至一半。張醫生

共同協商，選用最符合病人需要

人的經濟負擔等，醫生會與病人

以 Adalimumab
為例，剛面世時每
月藥費為一萬二千元，現時下降

控制好 減痛楚
目前香港只有大約一半風濕

人仍然受發炎之苦。張錚醫生

病科病人，在接受藥物治療後達

這類藥物治療成功率達七

說，箇中原因是病人未能使用有

為有效，對一些難以控制病情的

成，讓病人達到病情完全緩解的

效的藥物，而新式藥物售價高昂

致病情完全緩解，即是有一半病

程度。相反傳統藥物只有三至四

「如果撇除治療成本限制，

亦限制了病人的選擇。

病人而言，效果亦較理想。

是較新式的藥物，比傳統藥物更

「生物製劑或生物相似劑都

相似劑每月藥費約為四千元。

的藥物。

）及英利昔單
Adalimumab

生物製劑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是以活性生物及高科技
生產出來的藥物，主要成分是蛋白質，運作與人體內的蛋白
質一樣。

至約七千元一個月，而它的生物

單抗（

生物製劑發展

成病人能夠達到病情完全緩
解。」張醫生說。

▲目前常用於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三
種生物相似劑。

否則當病人已開始接受某一特定品牌
的生物藥治療時，不建議轉換至另一
品牌，或可諮詢首次開處方的醫生，
並評估潛在的風險。
衞生署藥物辦公室指出，不論是
生物相似劑抑或生物製劑，每種生物
製品都有其不相同之處。除非在臨牀
上有充分理由，以及已與病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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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相似劑與生物製劑可互相轉換嗎？
類風濕關節炎多於三十至五十歲病發，女性患病
的機會比男性高約三倍。
（資料圖片）

近年生物製劑亦用於
治療心臟病。

隨着醫學界多年來研發及製造生物製劑的技術不
斷發展，生物製劑目前可用於治療癌症、糖尿病、
多發性硬化症、心臟病、中風、自體免疫病等。
如能有效控制
病情，有助改善患
者生活質素，長遠
減輕醫療負擔。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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