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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增 108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刪藥公告 

1. 通過常備共 5 項 (以商品名字首排序)   

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備註 

Softa-Man 

cutaneous solution 

45g ethanol, 18g 

propanol/100ml/1000ml/bot 

一般醫護人員之手部殺菌及外科手術

之手部殺菌 

 

Tambocor Flecainide acetate 100mg 突發性上室心搏過速、突發性心房纖

維顫動、嚴重心室性心搏過速 

 

Ulexin for oral 

suspension 

Cephalexin 41.66mg/g, 

36g/60ml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

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

之感染症 

 

Xofluza Baloxavir marboxil  20mg 

tab 

適用於治療成人及 12 歲以上兒童之

A 型及 B 型流行性感冒病毒急性感染 

自費 

Zelnite Sodium selenite 

pentahydrate 166.5mcg/ml 

用於治療硒缺乏症或用於預防正在接

受靜脈營養病人之硒缺乏症 

自費 

 

 

2. 通過臨採品項共 3 項 (以商品名排序) 

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備註 

Acarizax 12 SQ-

HDM Oral 

Lyophilisate 

Der pte extract 

(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 Der far extract 

(Dermatophagoides farinae) 

治療成人(18-65 歲)塵蟎引起之

過敏性鼻炎 

自費 

Cleanfleck 

cream“P.L.” 

Fluocinolone, hydroquinone, 

and tretinoin 

臉部中度至重度肝斑之短期治

療，合併各項防曬措施，包括

使用防曬劑 

自費 

Dymista Nasal 

Spray 

Azelastine hydrochloride 137mg 

+ fluticasone propionate 50mg/

定量鼻噴劑 

本品適用於治療 6 歲以上兒童

及成人之中度至重度過敏性鼻

炎的相關症狀 

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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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停用品項共 7 項 (以商品名排序) 

**下列藥品不續採購，庫存用罄後停用** 

醫令 商品名 學名規格 備註 

LCHLOR3 CHG Eye Drops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0.02% 5mL/Bot 

滯用少用，改用 PHMB Eye Drops 

0.02% 5mL/Bot 

TRILPIV Edurant Rilpivirine 25mg/Tab 改用院內其他治療 HIV 藥品 

TVARDE2 Levitra Vardenafil 20mg/Tab 滯用少用，改用院內其他 PDE5 抑

制劑 

LAMOROL Loceryl nail lacquer Amorolfine nail lacquer 5% 

3mL/Bot 

滯用少用，改用院內其他治療皮膚

感染藥品 

TMORPH6 MXL MORphine SULphate 

60mg/Cap 

改用院內其他鴉片類止痛藥品 

TRITONA2 Norvir Ritonavir 100mg/Tab 改用院內其他治療 HIV 藥品 

LILOPRO VENTAVIS Iloprost nebuliser sol'n 

20mcg/2mL/Amp 

滯用少用，改用院內其他治療肺動

脈高壓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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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藥品異動資訊 

1. 新進品項 

日期 109.08.10 

 

學名/規格 Fluocinolone acetonide 0.01% 

(0.5mg), Hydroquinone 

4%(200mg) and Tretinoin 

0.05% (2.5mg) /5g/ tube 

商品名 Cleanfleck cream 5g/Tube 

宜斑淨乳膏 

適應症 臉部中度至重度肝斑之短期治療，合併各項防曬措施，包括使用

防曬劑。 

 

 

日期 109.08.06 

 

學名/規格 Cefoperazone sodium 1000 mg,  

Sulbactam sodium 1000 mg/vial. 

商品名 Brosym 2g/Vial 

博益欣注射劑 

適應症 適用於治療由感受性細菌所引起的下列感染：上、下呼吸道感染、

上、下泌尿道感染、腹膜炎、膽囊炎、膽管炎及其他腹腔內感染、

骨盆發炎、子宮內膜炎及其他生殖道感染、以及創傷燙傷、手術

後之二次感染。 

備註 108 年第四次藥委會進用，取代 1g/V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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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08.11 

 

學名/規格 Sodium selenite pentahydrate  

333 mcg (equivalent to 

Selenium 100mcg) / 2mL/ Amp 

商品名 Zelnite 2mL/Amp 

西寧特 

適應症 用於治療硒缺乏症(Selenium deficiency)，或用於預防正在接受靜

脈營養(Parenteral nutrition)病人之硒缺乏症。 

 

 

日期 109.08.14 

 

學名/規格 Flecainide acetate 100mg/Tab 

商品名 Tambocor 100mg/Tab 

律博克錠 

適應症 突發性上室心搏過速,突發性心房纖維顫動,嚴重心室性心搏過速 

 

 

日期 109.08.18 

 

學名/規格 Famotidine 20mg/2mL/Amp 

商品名 Famoster 20mg/2mL/Amp 

護胃治定注射液 

適應症 住院病人伴隨有病理性胃酸分泌過高之症狀，頑固性(難治的)十

二指腸潰瘍，或不能口服之病人消化性潰瘍之短期替代療法。 

備註 Ranitidine 50mg/2mL/Amp 停用，進用 Famotidine 

20mg/2mL/Amp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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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08.27 

 

學名/規格 Ethanol (100%) 450g and 

propano1 180g /1000mL/Bot 

商品名 Softa-Man cutaneous solution 

1000mL/Bot 

舒膚邁手部消毒殺菌液 

適應症 一般醫護人員之手部殺菌及外科手術之手部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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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採購 

日期 109.08.11 

 

學名/規格 Rituximab-abbs 500mg/Vial 

商品名 Truxima 500mg/Vial 

妥利希瑪注射劑 

適應症 1、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1)用於復發或對化學療法有抗性之低惡度

B-細胞非何杰金氏淋巴瘤。(2)併用 CVP 化學療法用於未經治療

之和緩性(組織型態為濾泡型) B 細胞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的病人。

(3)用於做為濾泡性淋巴瘤患者對誘導療法產生反應之後的維持

治療用藥。 2、慢性淋巴球性白血病 (1)TRUXIMA 適用於與

fludarabine 及 cyclophosphamide 併用，做為 CD20 陽性慢性淋

巴球性白血病(CLL)患者的第一線用藥。(2)TRUXIMA 適用於與

化學療法併用，做為復發/頑固性的 CD20 陽性慢性淋巴球性白

血病患者的治療用藥。 3、肉芽腫性血管炎(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GPA) (Wegener’s 肉芽腫症)及顯微多發性血管炎

(Microscopic Polyangiitis, MPA)：TRUXIMA 與葡萄糖皮質素

(glucocorticoids)併用，適用於治療成人之肉芽腫性血管炎(GPA，

亦稱為韋格納肉芽腫症)及顯微多發性血管炎(MPA)。 

備註 血液腫瘤科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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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08.18 

 

學名/規格 Insulin glargine 300 units and 

lixisenatide 150mcg/ 3mL/ pen. 

商品名 Soliqua 300IU/150mcg/3mL/Pen 

爽胰達注射劑 

適應症 適用於基礎胰島素(每日劑量少於 60 單位)或 lixisenatide 治療時

血糖控制不佳的第二型糖尿病成人病人，在飲食與運動外，做為

改善血糖之輔助治療。 適用於當 metformin 合併使用另一種口

服降血糖藥或 metformin 合併使用基礎胰島素(每日劑量少於 60

單位)治療時血糖控制不佳的第二型糖尿病成人病人，在飲食與

運動外，做為改善血糖之輔助治療。 

備註 新陳代謝科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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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廠牌 

日期 109.08.14 變更項目 由瑞安廠轉為健喬信

元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Captopril 25 mg/Tab 

商品名 Captrol 可普妥錠 Cabudan 卡布登錠 

適應症 嚴重高血壓、腎血管性高血壓以及傳統療法無理想效果或發生不良

副作用之高血壓症。 

備註 原 Captrol 停產，以健喬信元廠替代。 

 

 

日期 109.08.26 變更項目 由賽諾菲廠轉為吉帝

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Gonadorelin 0.1mg/1mL/Amp 

商品名 Relefact LHRH Ferring  

適應症 Hypogonadism; Diagnosis 

備註 原品項停止供貨，進用其他廠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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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08.13 變更項目 由賽諾菲廠轉為健喬

信元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Amiodarone 200mg/Tab 

商品名 Cordarone 臟得樂錠 Adarone 艾達絡錠 

適應症 WOLFF-PARKINSON-WHITE 氏症候群、上室性及心室性心博

過速、心房撲動、心房纖維顫動、心室纖維顫動。 

備註 原品項缺藥，進用暫代。 

 

 

日期 109.08.27 變更項目 日本製轉為國衛院製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 B.C.G. VACCINE FREEZE-DRIED  

商品名/規格 Freeze-dried BCG vaccine 

(0.5mg/amp) 

 Freeze-dried BCG vaccine 

(1.5mg/amp) 

適應症 預防結核病 

備註 規格劑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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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裝異動  

日期 109.09.11 變更項目 鋁箔印刷顏色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無完整背面印刷圖片  

學名/規格 Rivastigmine 4.5 mg/Cap 

商品名 Exelon 憶思能膠囊 

適應症 輕度至中度阿滋海默氏病之失智症。與帕金森氏症相關的輕度至中

度失智症。 

備註 藍色印刷字體改為黑色。 

 

 

日期 109.09.11 變更項目 鋁箔印刷顏色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Rivastigmine 1.5 mg/Cap 

商品名 Exelon 憶思能膠囊 

適應症 輕度至中度阿滋海默氏病之失智症。與帕金森氏症相關的輕度至中

度失智症。 

備註 藍色印刷字體改為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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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09.11 變更項目 排列位置變更 

及新增條碼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ontelukast Sodium 10 mg/Tab 

商品名 SINGULAIR 欣流膜衣錠 

適應症 適用於預防與長期治療成人及小兒的氣喘，包含預防日間及夜間氣

喘症狀，及防止運動引起的支氣管收縮。緩解成人及小兒的日間及

夜間過敏性鼻炎症狀(allergic rhinitis)。 

 

 

日期 109.09.11 變更項目 裸錠變更為片裝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thambutol 400 mg/Tab  

商品名 Epbutol 易復癆 

適應症 結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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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09.11 變更項目 外盒大小及鋁箔印刷

排列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Alendronic acid 70 mg and Colecalciferol 140 mcg (5600 IU)/ tab 

商品名 Fosamax PLUS 福善美保骨錠 

適應症 停經婦女骨質疏鬆症之治療。 治療男性骨質疏鬆症，以增加骨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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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防用藥疏失-混淆/形音相似藥 

1. 外觀相近，不同成分/不同劑量。 

圖片 

 
 
 
 
 
 

 

差異說明 鋁箔背面皆為綠色印刷，字體與條碼樣式排列相近 

學名規格 Cortisone acetate 25mg/Tab Captopril 25mg/Tab 

中文商品名 乙酸可體松錠 卡布登錠 

商品名 Cortisone acetate 25mg/Tab Cabudan 25mg/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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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差異說明 外觀皆為粉紅/藍/白三色為主體之透明安瓿 

學名規格 Vitamin C 100mg/2mL/Amp Oxytocin 10IU/mL/Amp 

中文商品名 美達康注射液 謳速生注射液 

商品名 Vitacicol 100mg/2mL/Amp Oxocin 10IU/m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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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藥物安全警訊 

1. TFDA 安全警訊摘要與本院現況 

(1)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20/7/31 英國醫藥品管理局（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MHRA）發布關於全身性投予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類藥品與

動脈瘤和動脈剝離風險之安全性資訊。 

i. 近期一份歐盟的評估報告指出，所有全身性投予之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

抑制劑類藥品可能具促進動脈瘤生成和動脈剝離之風險，此類藥品包含

bevacizumab、vandetanib、cabozantinib、ramucirumab、tivozanib、ponatinib、

axitinib、lenvatinib、sorafenib、nintedanib、regorafenib、sunitinib、pazopanib

及 aflibercept。而現有之證據仍不足以證實用於治療眼睛相關疾病之玻璃體

內注射給藥產品（如 ranibizumab 和 aflibercept 的玻璃體內注射劑）具有此

風險。 

ii.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歐盟藥物不良反應資料庫共接獲 660 件來自全

球各地疑似使用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後發生動脈瘤或動脈剝離之

案例報告，其中包含致死的案例，主要與主動脈瘤破裂和主動脈剝離相關。

回溯通報個案之病史，發現最常被通報的風險因子為高血壓，其他風險因子

尚包括糖尿病、高膽固醇血症、高脂血症、主動脈瘤病史、心血管疾病或吸

菸等；而主動脈瘤和主動脈剝離較常被通報發生在 65歲以上之老年人族群。 

iii. 全身性投予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類藥品導致動脈瘤或動脈剝離之

機轉尚不明確，但可能與血管壁受損程度、高血壓或原有高血壓惡化有關，

惟目前難以估算其風險大小。 

iv. 考量上述嚴重風險，歐洲已更新所有全身性投予之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

抑制劑類藥品之仿單以包含動脈瘤和動脈剝離風險，並建議具風險因子（如

高血壓）之病人在開始使用此類藥品前應審慎考量相關風險，而正在接受全

身性投予此類藥品治療之病人應密切監測並盡可能減少可調控之風險因子

（如高血壓和抽菸）。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i. 不論病人是否患有高血壓，全身性投予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類藥

品都可能有促進動脈瘤生成和動脈剝離的風險。 

ii. 病人使用全身性投予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後發生動脈瘤或動脈剝

離之情形並不常見，但卻有致死的案例，主要與主動脈瘤破裂和主動脈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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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iii. 在開始使用此類藥品於具風險因子之病人前應審慎考量動脈瘤和動脈剝離

風險，這些風險因子包含高血壓、動脈瘤病史或家族史、吸菸、糖尿病、冠

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或周邊動脈疾病、高脂血症等，其他風險因子尚包含馬

凡氏症候群（Marfan syndrome）、血管型埃勒斯-丹洛斯症候群（vascular 

Ehlers-Danlos syndrome）、高安氏動脈炎（Takayasu arteritis）、巨細胞動脈炎

（giant cell arteritis）、貝賽特氏症（Behcet's disease）及使用 fluoroquinolone

類藥品。 

iv. 密切監測正在接受全身性投予此類藥品治療之病人並盡可能減少任何可調

控之風險因子（如高血壓、抽菸等）。 

v. 醫療人員應告知病人使用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類藥品之風險，並

告知病人若用藥期間有任何不適，應尋求醫療協助。 

本院現況與民眾應注意事項:   

i. 本院含有全身性投予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路徑抑制劑之藥品： 

藥品代碼 商品名 成份名 中文商品名 

IBEVACI3 

IBEVACI2 
Avastin 

Bevacizumab 

100mg/4mL/Vial 
癌思停注射劑 

IBEVACI7 Mvasi 
Bevacizumab 

100mg/4mL/Vial 
艾法施注射液 

TCABO61 

TCABO6 
Cabometyx Cabozantinib 60mg/Tab 癌必定膜衣錠 

TCABO41 

TCABO4 
Cabometyx Cabozantinib 40mg/Tab 癌必定膜衣錠 

TCABO21 

TCABO2 
Cabometyx Cabozantinib 20mg/Tab 癌必定膜衣錠 

IRAMUC11 

IRAMUC1 
Cyramza Ramucirumab 100mg/Vial 欣銳擇注射劑 

TPONAT1 Iclusig Ponatinib 15mg/Tab 英可欣膜衣錠 

TAXITI5 Inlyta Axitinib 5mg/Tab 抑癌特膜衣錠 

TAXITIN Inlyta Axitinib 1mg/Tab 抑癌特膜衣錠 

TLENV10 Lenvima Lenvatinib 10 mg/cap 樂衛瑪膠囊 

TLENV04 Lenvima Lenvatinib 4 mg/cap 樂衛瑪膠囊 

TSORAFE Nexavar Sorafenib 200mg/Tab 蕾莎瓦 

TNINTED Ofev Nintedanib 150mg/Cap 抑肺纖軟膠囊 



一 O九年九月出版                                          第 297 期     

17 

 

TNINTE1 Ofev Nintedanib 100mg/Cap 抑肺纖軟膠囊 

TREGORA2 Stivarga Regorafenib 40mg/Tab 癌瑞格膜衣錠 

TSUNITI Sutent Sunitinib 12.5mg/Cap 紓癌特膠囊 

TPAZOPA Votrient Pazopanib 200mg/Tab 福退癌膜衣錠 

ii. 就醫時應主動告知醫療人員自身病史及用藥史，醫師將進一步評估您的用

藥。 

iii. 若服藥後出現任何可能為動脈瘤破裂或動脈剝離之相關徵兆或症狀，例如

突然且劇烈的腹痛、胸痛或背痛，請立即尋求醫療協助。 

iv. 若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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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