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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9月15日止痛處方藥奧施康定的生產商普渡製藥
提交破產申請，以終止2000多個集體訴訟，並提供了
一項天價和解協議，普度製藥等公司已因奧施康定案
被罰款6.345億美元。奧施康定片劑應每12小時服用一
次，自該藥於1995年問世一直面臨其他證據指控，包
括：醫師投訴、銷售代表報告及獨立研究。製藥公司
隱瞞此種藥物的危險性、積極廣告及銷售促進開立處
方，並曾轉向教育醫師，使得許多人在1990年代後期
開始以較短的間隔開立奧施康定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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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on fine in which case. OxyContin tablets should be
taken at 12-hourly intervals. Since the drug’s debut in 1995,
the company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additional evidence
including complaints from doctors, reports from sales reps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 Th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concealed the dangers of such drug, they had no control
over the problems of false commericals and mass sales
which aroused over-prescription.They used to refocus and
educate physicians to dispense those medicine.Then many
doctors began prescribing OxyContin at shorter intervals in
the late 1990s.

壹、前言
繼2018年8月26日奧克拉荷馬州克里夫蘭郡（Cleveland
County）地方法院26日裁定，嬌生集團（Johnson & Johnson）
及旗下企業助長鴉片類藥物濫用危機必須賠償5億7,200萬美元
後1，同年9月15日普渡製藥（Purdue Pharma）發表聲明表示將
依美國破產法第11章提出破產聲請並支付100∼120億美元和解
金，以期了結全美各地多達2000多宗的鴉片類藥物濫用相關訴
訟 2。
普渡製藥於1995年起，生產需經醫師處方的鴉片類止痛藥
「奧施康定」（OxyContin），該公司被控訴以免費參加疼痛
管理研討會和付費演講方式，積極敦促醫師於處方中開立該藥

1 顏伶如，首例！涉助長類鴉片濫用 嬌生集團判賠5.7億，世界日報，
2019年8月27日報導，https://udn.com/news/story/6811/4012695（瀏
覽日期：2019年12月30日）。
2 鄭詩韻譯，鴉片止痛藥奧施康定致癮 普度製藥3700億提和解，中
央社紐約綜合外電，2019年8月28日報導，https://www.cna.com.tw/
news/aopl/201908280142.aspx（瀏覽日期：2019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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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雖讓該公司獲得極大利潤，但也被認為助長美國鴉片類藥
物成癮現象盛行，正面臨數以千計的官司。

貳、普渡製藥做了什麼
一、奧施康定的起始
薩克勒（Sacklers）家族於1952年購買了普渡製藥，以
用於癌症患者的美施康定（MS Contin）（Morphine Sulfate
Extended release tablet，硫酸嗎啡長效錠）為該公司主要收入
來源。由於專利即將到期，學名藥之上市將造成該公司收入減
少，故利用該公司的控制釋放（controlled release）技術，研
發出了另種鴉片類藥物奧施康定（OxyContin）（oxycodone，
羥二氫可待因酮）3。然而，薩克勒家族（Sackler）近年卻因
積極推銷奧施康定而飽受國際唾棄。

二、奧施康定的優勢
在1992年向專利局提交的文件中，普渡製藥將奧施康定
描繪為「可以讓大約90%的患者控制疼痛達12小時之久」的
醫學突破，並在1997年《美國家庭醫生》（American Family
Phsician）雜誌中刊登廣告，以「早、晚8點服用兩次有效緩
解」、「一日兩次有效緩解」，宣傳12小時給藥的好處4。

3 Harriet Ryan, Lisa Girion & Scott Glover, ‘You Want a Description of
Hell?’ Oxycontin’s 12-Hour Problem, THE L.A. TIMES, May 16, 2016,
https://www.latimes.com/projects/oxycontin-part1/ (last visited Dec.
30, 2019).
4 Id.

www.angle.com.tw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