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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藥品異動資訊 

(1) 新進品項 

日期 107.12.11 

 

學名/規格 Gemcitabine HCL 200mg/Vial 

商品名 Gemcitabine 健仕平"山德士" 

適應症 1.非小細胞肺癌 2.胰臟癌 3.膀胱癌 4.Gemcitabine 與 paclitaxel 併

用，可使用於曾經使用過 anthracycline 之局部復發且無法手術切

除或轉移性之乳癌患者。5.用於曾經使用含鉑類藥物(Platinum- 

based)治療後復發且間隔至少 6 個月之卵巢癌，作為第二線治療 

備註 107-2 藥委會新藥 

 

日期 107.12.12 

 

學名/規格 Amlodipine besylate 5 mg 
Atorvastatin calcium 20 mg 

商品名 Caduet 脂脈優 

適應症 高血壓或冠心病併有血脂異常 

備註 107-2 藥委會新藥 

易混淆品項 Caduet Tab 5/10mg 脂脈優 (限慢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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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12.13 

 

學名/規格 Polyethylene glycol 4000 
10g/Pack 

商品名 Forlax 腹樂疏口服懸液用粉劑 

適應症 成人和八歲及以上兒童便秘的症狀治療 

備註 107-2 藥委會新藥 

 
日期 107.12.14 

 

學名/規格 Bimatoprost 0.03% eye drops 
0.4mL/Amp 

商品名 Lumigan PF eye drops 

露明目單支裝眼用液劑 

適應症 隅角開放性青光眼及高眼壓症 

備註 107-2 藥委會新藥 

易混淆品項 Lumigan oph 0.01% 3mL/Bot 露明目點眼液劑 (限慢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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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12.14 

 

學名/規格 Travoprost 0.003% eye drops 
2.5mL/Bot 

商品名 IZBA 愛爾康易舒壓點眼液 

適應症 適用於降低高眼壓或隅角開放性青光眼成年患者之眼壓 

備註 107-2 藥委會新藥 

 
日期 107.12.19 

 

學名/規格 Canagliflozin hydrate 
100mg/Tab 

商品名 Canaglu 可拿糖膜衣錠 

適應症 第二型糖尿病 

備註 107-2 藥委會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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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採購 

日期 107.12.01 

 

學名/規格 Trifluridine 15mg 
Tipiracil hydrochloride 7.065mg 

商品名 Lonsurf 朗斯弗膜衣錠 

適應症 轉移性大腸直腸癌 

備註 血液腫瘤臨採 

易混淆品項 Lonsurf 20mg/Tab 朗斯弗膜衣錠 

 
日期 107.12.06 

 

學名/規格 Dupilumab 300mg/2mL/Syringe 

商品名 Dupixent 杜避炎注射劑 

適應症 治療中度至重度異位性皮膚炎且對局部處方治療控制不佳或不

適合使用該療法的成人患者 

備註 皮膚科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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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12.12 

 

學名/規格 Blinatumomab 35mcg/Vial 

商品名 Blincyto 百利妥注射劑 

適應症 適用於治療費城染色體陰性復發型或頑固型 B 細胞前驅因子之

急性淋巴芽細胞白血病(ALL)之成人病患 

備註 內科部血液腫瘤科臨採 

 
日期 107.12.12 

 

學名/規格 Macitentan 10mg/Tab 

商品名 Opsumit 奧欣明膜衣錠 

適應症 治療肺動脈高血壓(WHO Group I)之成人病患，以延緩疾病惡化 

備註 肺動脈高壓中心臨採 

易混淆品項 Opsumit 10mg/Tab 傲朴舒膜衣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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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12.14 

 

學名/規格 Pralatrexate 20mg/Vial 

商品名 Folotyn 服瘤停注射劑 

適應症 治療復發或頑固型周邊 T 細胞淋巴瘤(PTCL) 

備註 血液腫瘤科臨採 

 
日期 107.12.24 

 

學名/規格 Ponatinib 15mg/Tab 

商品名 Iclusig 英可欣膜衣錠 

適應症 1.治療無法以其他 TKI 治療的慢性期、加速期或急性期慢性骨髓

性白血病（CML）或費城染色體陽性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Ph+ALL) 

成人患者 2.治療 T315I 陽性之慢性期、加速期或急性期慢性骨髓

性白血病(CML)或 T315I 陽性之費城染色體陽性急性淋巴性白血

病 (Ph+ALL) 成人患者 

備註 血液腫瘤科臨採 

 



一 O 七年十二月出版                                          第 276 期 

7 

 

 
日期 107.12.24 

 

學名/規格 Durvalumab 500 mg/10mL/Vial 

商品名 Imfinzi 抑癌寧注射劑 

適應症 適用於治療患有局部晚期、無法手術切除的非小細胞肺癌，且接

受放射治療合併含鉑化療後病情未惡化的病人 

備註 血液腫瘤科臨採 

易混淆品項 Durvalumab 120 mg/2.4mL/Vial 抑癌寧注射劑 

 
日期 107.12.26 

 

學名/規格 Voriconazole 200mg/Tab 

商品名 Vaway 遠黴膜衣錠 

適應症 1.治療侵犯性麴菌症 2.治療嚴重之侵犯性念珠菌感染 3.治療足分

枝菌和鐮刀菌之嚴重黴菌感染 4.預防高危險患者發生侵入性黴

菌感染，包括接受造血幹細胞移植(HSCT)的患者 

備註 醫免藥品 

易混淆品項 Vfend 200mg/Tab 黴飛膜衣錠 200 毫克 

Vfend 50mg/Tab 黴飛膜衣錠 50 毫克 

 



一 O 七年十二月出版                                          第 276 期 

8 

 

 
日期 107.12.27 

 

學名/規格 Polidocanol injectable foam 1% 
18mL/Box 

商品名 Varithena 

適應症 治療大隱靜脈、副隱靜脈的閉鎖不全，以及在膝蓋上下方大穩靜

脈系統肉眼可見之靜脈曲張 

 
日期 107.12.27 

 

學名/規格 Ambrisentan 10mg/Tab 

商品名 Volibris 肺博舒膜衣錠 

適應症 治療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PAH)，藉以改善運動能力及延緩臨床

惡化 

備註 肺動脈高壓中心臨採 

易混淆品項 Volibris 5mg/Tab 肺博舒膜衣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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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廠牌  

日期 107.12.01 變更項目 由溫士頓廠換為人人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Tetracycline Oph.Oint 1% 5g/Tube 

商品名 Tetracycline  

鹽酸四環素眼藥膏 

Tetracycline 

鹽酸四環素眼藥膏 

適應症 眼部細菌傳染性炎症 

 

日期 107.12.04 變更項目 由中化廠換為南光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Heparin 25000IU/5mL/Vial 

商品名 Agglutex 亞魯特注射液 Hepac 海派注射液 

適應症 血栓性栓塞症及其預防、抗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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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10.01 變更項目 由中化廠換為費森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Trace Element 10 ml/Vial Addaven 10mL/Amp 

商品名 Trace Element  

微量元素注射液 

Addaven 

微達穩注射液 

適應症 維持血漿中微量元素的含量防止因體內貯存微量元素不足之病症 

備註 暫代缺貨的 Trace element 

 

日期 107.10.01 變更項目 由瑞安廠換為費森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Ceftriaxone 1g/Vial 

商品名 Chef 捷復注射劑 Ceftriaxone 西華耑隆乾粉注射劑 

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具他具有感受性

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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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12.19 變更項目 由鹽野義廠換為壽元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Betamethasone 4 mg/ml/Amp 

商品名 Rinderon 臨得隆注射液 Vethasone 彼痛爽注射液 

適應症 副腎皮質機能不全症、膠原病、僂麻質斯熱、關節僂麻質斯、痛

風性關節炎、過敏性關節炎、過敏性結膜炎、濕疹、支氣管氣喘 

備註 暫代缺藥的臨得隆(Rinderon)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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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裝異動  

日期 107.12.31 變更項目 包裝顏色變更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Octreotide LAR 30mg/Vial 

商品名 Sandostatin LAR 善得定長效緩釋注射劑 

適應症 肢端肥大症，功能性胃、腸、胰臟內分泌腫瘤 

備註 血液腫瘤科臨採特定病患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