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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藥品異動資訊 

(1) 新進品項 

日期 108.05.07 

 

學名/規格 Ivermectin 1% 30 gm/Tube 

商品名 Soolantra cream 舒利達乳膏 

適應症 適用於成人酒槽(丘疹膿皰皮疹)發炎病灶的局部治療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日期 108.05.07 

 

學名/規格 Lansoprazole 30mg/Vial 

商品名 Takepron 泰克胃通靜脈注射劑 

適應症 無法投與口服藥物之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與急性壓力性潰瘍病患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易混淆品項 Takepron OD 30mg/Tab 泰克胃通口溶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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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5.08 

 

學名/規格 Nebivolol 5mg/Tab 

商品名 Nebilet 耐比洛錠 

適應症 治療原發性高血壓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日期 108.05.08 

 

學名/規格 Rizatriptan 5mg/Tab 

商品名 Rizatan 羅莎疼錠 

適應症 成人及 6 至 17 歲兒童有先兆或無先兆偏頭痛發作之急性緩解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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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5.10 

 

學名/規格 Triptorelin acetate 3.75mg/Vial 

商品名 Diphereline P.R.  

德菲樂寧長效注射劑 

適應症 攝護腺癌之輔助療法、子宮內膜異位症、子宮肌瘤切除手術前縮

減子宮肌瘤體積之輔助治療、性早熟之治療、女性不孕症在體外

受精及胚胎植入之輔助治療、停經前早期乳癌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易混淆品項 Diphereline P.R. 11.25mg/Vial 達菲林長效注射劑 

 
日期 108.05.13 

 

學名/規格 Lacosamide 200mg/20mL/Vial 

商品名 Vimpat 維帕特輸液溶液 

適應症 1.十六歲以上有或無次發性全身發作的局部癲癇發作患者的單

一藥物治療 2.十六歲以上之(1)複雜性局部癲癇發作與 (2)單純或

複雜性局部發作之合併有次發性全身發作癲癇患者之輔助治療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易混淆品項 Vimpat FC 100mg/Tab 維帕特膜衣錠 

 



一 O 八年五月出版                                            第 281 期 

4 

 

 
日期 108.05.14 

 

學名/規格 Atropine 0.01% eye drops 

30Amp/Box 

商品名 Atropine 亞妥明眼藥水 

適應症 散朣、睫狀肌麻痺 

備註 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易混淆品項 Kintropine 0.125% 舒視平點眼液 

Atropine 0.3% "杏輝"阿托品眼藥水 

Tropine 0.5% 雅托平眼藥水 

Atropine 0.025%  (自配品項) 

Atropine 0.05%   (自配品項) 

Antol 1% 安妥眼藥水 

 
日期 108.05.14 

 

學名/規格 10mg brinzolamide   

 2mg brimonidine tartrate 

 5mL/Bot 

商品名 Simbrinza 勝克壓複方點眼液 

適應症 隅角開放性青光眼或高眼壓成人患者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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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5.17 

 

學名/規格 Perfluorobutane microbubbles 

16 ul/Vial 

商品名 Sonazoid 立梭影注射劑 

適應症 超音波對比劑，使用於肝臟超音波以區別局部肝臟病灶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日期 108.05.19 

 

學名/規格 Hyaluronate sodium 

88mg/4mL/syringe 

商品名 Monovisc 貝益節關節腔注射劑 

適應症 可用於治療膝、踝關節退化性關節炎疼痛之症狀治療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易混淆品項 Hya-Joint 25mg/2.5mL/Syringe 海捷特關節腔注射劑 

Hyvisc 30mg/3mL/Syringe 海威力關節腔注射劑 

HYVISC One 60mg/3mL/Syringe 海威力一針劑型關節腔注射劑 

Ostenil 20mg/2mL/Syringe 歐節樂關節腔注射液 

Hyalgan 20mg/2mL/Syringe 膝爾康關節腔注射劑 

Hyalubrix 30mg/2mL/Syringe 優倍力關節腔注射劑 

ArtiAid Plus 37.5mg/2.5mL/Syringe 優節益關節內注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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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5.27 

 

學名/規格 Ropinirole PD 8mg/Tab 

商品名 Requip PD   

力必平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適應症 治療帕金森氏症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易混淆品項 Requip 0.25mg/Tab 力必平膜衣錠 

Requip PD 2mg/Tab 力必平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Requip PD 4mg/Tab 力必平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日期 108.05.28 

 

學名/規格 Dinoprostone 10mg 

商品名 Propess 10mg Vaginal Delivery 

System 寶貝生陰道釋放系統 

適應症 適用於妊娠足月(懷孕滿 37 週)時促進子宮頸成熟 

備註 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須冷凍保存 (-10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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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5.31 

 

學名/規格 Methylphenidate LA 10mg/Cap 

商品名 Ritalin LA 

利長能持續性藥效膠囊 

適應症 治療 6 歲以上及 60 歲以下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之兒童、青少

年及成人病人 

備註 106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進用 

易混淆品項 Ritalin 10mg/Tab 利他能錠 

Ritalin LA 20mg/Cap 利長能持續性藥效膠囊 

Concerta ER 18mg/Tab 專思達長效錠 

Concerta ER 36mg/Tab 專思達長效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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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採購 

日期 108.05.01 

 

學名/規格 Ceftaroline fosamil 600mg/Vial 

商品名 Zinforo 捷復寧注射劑 

適應症 治療成年及 2 個月以上兒童對 ceftaroline fosamil 具感受性菌種

的社區性肺炎及複雜性皮膚與軟組織感染 

備註 感染科臨採 

 
日期 108.05.21 

 

學名/規格 Budesonide 9mg/Tab 

商品名 Cortiment prolonged release 

可帝敏持續性釋放錠 

適應症 用於誘發緩解成人輕度至中度活動性潰瘍性結腸炎 

備註 兒童醫院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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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廠牌  

日期 108.05.10 變更項目 由台裕廠換為安沛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Nicardipine 10mg/10mL/Amp 

商品名 Zedipine 樂吉平注射液 Nicardipine "奧古登"尼卡第平 

適應症 適用於當口服治療不可行或不合適時、對高血壓的短期處置 

 

日期 108.05.10 變更項目 由台裕廠換為聯亞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Norepinephrine 4mg/4mL/Vial 

商品名 Norepinephrine  

諾比奈芬注射液 
Nobify 諾必菲注射液 

適應症 急性低血壓、心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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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5.27 變更項目 由歐帕廠換為中化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Levofloxacin 500 mg/Tab 

商品名 Vorotal 樂富妥膜衣錠 Leflodal 佐淨菌膜衣錠 

適應症 治療成人因對 LEVOFLOXACIN 有感受性的致病菌所引起之下列感

染:急性鼻竇炎、慢性支氣管炎的急性惡化、社區性肺炎、複雜

性尿道感染(包括:腎盂腎炎)，慢性細菌性前列腺炎，皮膚和軟組

織感染 

備註 CDC 提供 TB 二線用藥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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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裝異動  

日期 108.05.09 變更項目 瓶身增加中文商品名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Darunavir 400 mg/Tab 

商品名 Prezista 普利他膜衣錠 

適應症 與 ritonavir 及其他抗反轉錄病毒藥物合併使用，以治療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感染之成人患者 

 
 

日期 108.05.10 變更項目 裸錠增加標誌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Pirfenidone 200mg/Tab 

商品名 Pirespa 比樂舒活錠 

適應症 治療特發性肺纖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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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5.10 變更項目 鋁箔排列方式變更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oxifloxacin HCl 400mg/Tab 

商品名 Avelox 威洛速錠 

適應症 用於治療成人（十八歲以上）感受性細菌引起的感染症，包括：

上呼吸道及下呼吸道感染（急性鼻竇炎、慢性支氣管炎的急性惡

化、社區性肺炎），皮膚和軟組織的感染，複雜腹腔內感染(包括

多種細菌感染症) 

 

日期 108.05.13 變更項目 鋁箔印字變更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Diclofenac Sodium 75 mg/Tab 

商品名 Voltaren SR 服他寧 

適應症 下列疾患及症狀之消炎、鎮痛：慢性關節風濕症、變形性關節

炎、變形性脊椎症、腰痛症、骨盤內炎症 

易混淆品項 Cataflam 25mg/Tab 克他服寧糖衣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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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5.23 變更項目 鋁箔包裝變更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Famotidine 20mg/Tab 

商品名 Famotidine F.C. 法瑪鎮膜衣錠 

適應症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吻合部潰瘍、上部消化管出血(消化性

潰瘍、急性 Stress潰瘍、出血性胃炎而引起的)、逆流性食道炎、

Zollinger-Ellison 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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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保藥品給付異動重點 

(1) 4.3.2.1.Eltrombopag (如 Revolade) 
健保署發文日期：108.05.15 

發文字號：健保審字第 1080056520 號 

自 108 年 6 月 1 日生效 

1.限用於 6 歲(含)以上之慢性自發性(免疫性)血小板缺乏紫斑症(ITP)且對於其他

治療(例如：類固醇、免疫球蛋白等)失敗患者，且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使用：

(105/8/1、106/4/1、108/6/1) 

(1)未曾接受脾臟切除患者，且符合： 

Ⅰ .需接受計畫性手術或侵入性檢查並具出血危險者，且血小板＜

80,000/uL。 

Ⅱ.具有下列不適合進行脾臟切除之其一條件： 

i.經麻醉科醫師評估無法耐受全身性麻醉。 

ii.難以控制之凝血機能障礙。 

iii.心、肺等主要臟器功能不全。 

iv.有其他重大共病，經臨床醫師判斷不適合進行脾臟切除。  

Ⅲ.未曾接受脾臟切除患者須經事前審查同意使用，限用 12 週。 

(2)若曾接受脾臟切除患者，且符合： 

Ⅰ.治療前血小板＜ 20,000/μL，或有明顯出血症狀者。 

Ⅱ.治療 12 週後，若血小板無明顯上升或出血未改善，則不得再繼續使用。 

(3)治療期間，不得同時併用免疫球蛋白，且 eltrombopag 與 romiplostim 不得

併用。 

2.用於免疫抑制療法(IST)反應不佳的嚴重再生不良性貧血(限 eltrombopag )需同

時符合下列條件：(108/6/1) 

(1)不適於接受幹細胞移植的病患。 

(2)已接受或不適於接受抗胸腺細胞免疫球蛋白(ATG)治療之病患。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首次申請之療程以 4 個月為限，之後每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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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申請，送審時需檢附血液檢查報告。 

 

(2) 9.24. Gefitinib(如 Iressa) 
健保署發文日期：108.05.15 

發文字號：健保審字第 1080075729 號 

自 108 年 6 月 1 日生效 

1.限單獨使用於 

(1)具有 EGFR-TK 基因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移性(即第ⅢB、ⅢC 或第Ⅳ期)之肺

腺癌病患之第一線治療。(100/6/1、108/6/1) 

(2)(略) 

2.(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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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物安全警訊 

TFDA 安全警訊摘要與本院現況 

 1. Carbimazole 及 Methimazol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  

2019/4/17 瑞士醫藥管理局發布含 carbimazole 與 methimazole 成分藥品與「急性

胰臟炎」及「胎兒先天性畸形」等風險相關的安全性資訊。 

1. 曾有使用含 carbimazole或methimazole成分藥品後發生急性胰臟炎的不良反

應通報案例。若治療期間出現任何急性胰臟炎相關症狀，應立即停藥。 

2. 曾於服用含 carbimazole 或 methimazole 成分藥品後發生急性胰臟炎的病人，

不應再使用含該等成分藥品，因再次投予可能導致急性胰臟炎復發。 

3. 近期研究報告進一步指出，懷孕期間使用含 carbimazole 或 methimazole 成分

藥品可能有導致胎兒先天性畸形的風險，特別是在第一孕期和使用高劑量的

情況下。 

4. 育齡婦女在接受含 carbimazole或methimazole成分藥品治療期間應採取有效

的避孕措施。 

 醫療人員應注意事項   

1. 若病人於治療期間出現任何急性胰臟炎相關症狀或徵侯，應立即停藥，且不

應再次處方含 carbimazole或methimazole成分藥品於曾於服用此兩種藥品後

發生急性胰臟炎的病人，避免急性胰臟炎復發。 

2. 懷孕婦女使用含 carbimazole或methimazole成分藥品可能有導致胎兒先天性

畸形的風險，特別是在第一孕期和使用高劑量的情況下。 

3. 處方含 carbimazole或methimazole成分藥品於懷孕婦女前應審慎評估其臨床

效益與風險，且應於沒有額外給予其他甲狀腺賀爾蒙的情況下以最低有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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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進行治療，並密切監測母體、胎兒以及新生兒的身體狀況。 

4. 應告知具生育能力的婦女含 carbimazole或methimazole成分藥品可能有致畸

胎的風險，並提醒病人在藥物治療期間應採取有效的避孕措施。 

5. 應提醒病人服藥後若出現任何不適症狀應立即回診。 

 本院現況與民眾應注意事項   

1. 本院含有 carbimazole 或 methimazole 相關成分藥品： 

醫令代碼 商品名 學名 中文名 

TMETHI2 Methimazole 5mg/tab Methimazole 5mg/tab 甲硫嗎唑錠 

2. 若您有使用含 carbimazole 或 methimazole 成分藥品後發生急性胰臟炎的相關

病史，請告知醫療人員。 

3. 若服藥期間出現任何不適症狀，請立即回診。 

4. 患有甲狀腺機能亢進之懷孕婦女應接受充分治療以避免母體或胎兒發生嚴重

的併發症。懷孕婦女請與醫師詳細討論您的疾病治療方針，且在醫師審慎評

估藥物治療的臨床效益與風險後積極接受治療，並請於治療期間密切接受身

體狀況的監測。 

5. 患有甲狀腺機能亢進之育齡婦女在接受含 carbimazole 或 methimazole 成分藥

品治療期間應採取有效的避孕措施。 

6. 對用藥有任何疑問請諮詢醫療人員，切勿於諮詢醫療人員前自行停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