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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藥品異動資訊 

1. 新進品項 

日期 110.09.22 

 

學名/規格 Isatuximab 100mg/5mL/Vial 

商品名 Sarclisa   

多髓易濃縮輸注液 

適應症 1. 與 pomalidomide 及 dexamethasone 併用，適用於先前曾接受

過至少 2 種治療(包括 lenalidomide 及一種蛋白酉每體抑制劑)的

多發性骨髓瘤成年病人。  

2. 與 carfilzomib 及 dexamethasone 併用，適用於先前曾接受過

至少 1 種治療的多發性骨髓瘤成年病人。 

 

 

日期 110.09.22 

 

學名/規格 Isatuximab 500mg/25mL/Vial 

商品名 Sarclisa   

多髓易濃縮輸注液 

適應症 1. 與 pomalidomide 及 dexamethasone 併用，適用於先前曾接受

過至少 2 種治療(包括 lenalidomide 及一種蛋白酉每體抑制劑)的

多發性骨髓瘤成年病人。  

2. 與 carfilzomib 及 dexamethasone 併用，適用於先前曾接受過

至少 1 種治療的多發性骨髓瘤成年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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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9.28 

 

學名/規格 0.45mL frozen suspension/ Vial 

(After dilution: 0.3mL x 5 dose/ 

Vial) 

主成分：每劑含有 30mcg 新型

冠狀病毒(SARS-CoV-2) mRNA 

其他成分： 

1.脂類｛（4-羥丁基）氮雜二基）

雙（己烷-6,1-二基）雙（2-己基

癸酸酯）、2 [（聚乙二醇）-

2000]N，N-二十四烷基乙醯胺、

1，2-二硬脂基-sn-甘油-3-磷酸膽 

鹼｝和膽固醇 

2.氯化鉀 

3.磷酸二氫鉀 

4.氯化鈉 

5.磷酸氫二鈉二水合物 

6.蔗糖 

商品名 BNT162b2 COVID-19 mRNA 疫苗 

新型冠狀病毒 mRNA 疫苗 

適應症 BNT162b2疫苗適用於 12歲以上青少年及成人之主動免疫接種，

以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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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9.30 

 

學名/規格 10 dose/ vial, 0.5mL/dose. 

每劑含有: 15mcg SARS-CoV2

重組棘蛋白. 

賦形劑：CpG 1018、氫氧化

鋁、磷酸鹽緩衝液。 

商品名 MVC COVID-19 Vaccine 

高端新冠肺炎疫苗 

適應症 適用於 20 歲以上成人之主動免疫接種，以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疾

病(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日期 110.10.08 

 

學名/規格 Each mL contains: 

Sodium chloride 6mg, potassium 

chloride 0.3mg, calcium chloride 

dihydrate 0.2mg, 60% sodium 

lactate 5.17mg (equivalent to 

sodium lactate 3.1mg). 

商品名 Lactated Ringer's 

乳酸化林格氏注射液 

適應症 酸中毒、霍亂、痢疾、傷寒、自家中毒等重症之腹瀉時的水份補

給、心臟衰弱、尿毒症必要時之電解質及水份之補給 

備註 此品供 Ixabepilone 15mg/Vial 調製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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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採購 

日期 110.09.13 

 

學名/規格 Procaterol 25mcg/Tab 

商品名 Meptin-mini 

滅喘淨微錠 

適應症 支氣管氣喘、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諸疾患之氣道閉塞性障礙。 

備註 小兒過敏免疫風濕科臨採 

 

 

日期 110.09.16 

 

學名/規格 Para-Toluenesulfonamide 

1650mg/5mL/Amp 

商品名 PTS100 

適應症 Tumor necrotizing agent. 

備註 內科部胸腔科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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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9.20 

 

學名/規格 Desmopressin 4mcg/Amp 

商品名 Minirin  4mcg/Amp 

迷你寧注射劑 

適應症 1. 中樞性尿崩症 2. 本劑可能增加輕度及中度血友病患第八因

子濃度 3. 藥物導致的血小板功能障礙 

備註 兒童醫院小兒血腫科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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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廠牌 

日期 110.09.15 變更項目 轉為專案進口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elphalan 50mg/Vial 

商品名 Alkeran 50mg/Vial 

威克瘤注射劑 

Alkeran 50mg/Vial 

適應症 局部惡性黑色素瘤、軟組織肉瘤、多發性骨髓瘤、卵巢癌、神經

母細胞瘤。 

備註 原品項缺藥，進用專案進口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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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9.22 變更項目 轉為預充填式注射劑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epolizumab 100mg/Vial Mepolizumab 100mg/Amp 

商品名 Nucala Powder for Solution for 

Injection 舒肺樂凍晶注射劑 

Nucala Solution for Injection 

舒肺樂注射劑 

適應症 嚴重氣喘之維持治療：表現型為嗜伊紅性白血球的嚴重氣喘且控

制不良(severe refractory eosinophilic asthma)之 12 歲以上病人之

附加維持治療。 嗜伊紅性肉芽腫併多發性血管炎：治療嗜伊紅性

肉芽腫併多發性血管炎[eos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EGPA)]之成人病人。 

備註 取代原本凍晶注射劑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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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10.01 變更項目 轉為專案進口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noxaparin 60mg/0.6mL/Syringe 

商品名 Clexane 克立生注射液 Clexane 依諾肝素鈉注射液 

適應症 治療深部靜脈血栓、與 Aspirin 併用以治療不穩定狹心症及非Ｑ

波之急性心肌梗塞。適用於年齡 75 歲以下，腎功能（Ccr）大於

60 ml/min，ST-波段升高的急性心肌梗塞的病患，不論患者隨後

是否接受冠狀動脈血管成形術，皆可與血栓溶解劑併用。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專案進口暫代。 

 

 

日期 110.10.01 變更項目 美納里尼廠轉為元宙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Pyridostigmine bromide 60 mg/Tab 

商品名 Mestinon 美定隆糖衣錠 ANTILON 肌立健膜衣錠 

適應症 重症肌無力。 

備註 原品項廠商回收，進用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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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10.05 變更項目 輝瑞廠變為葛蘭素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eningococcal (Group A, C, Y, W-135) conjugate vaccine 

0.5mL/vial 

商品名 Nimenrix Menveo   

腦寧安 腦膜炎雙球菌四價接合

型疫苗 

適應症 Menveo 可用於幼童(2 歲及以上)、青少年與成人(≦55 歲)的主

動免疫接種，以預防腦膜炎雙球菌(Neisseria meningitidis)血清型

A、C、W-135 與 Y 所引起的侵入性疾病。 

備註 CDC 變更提供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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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10.07 變更項目 轉為專案進口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Tocilizumab 80mg/4mL/Vial 

商品名 Actemra 安挺樂 靜脈點滴注射劑 

適應症 1.類風濕性關節炎(RA) Actemra 合併 methotrexate (MTX)用於治

療成年人中度至重度類風濕性關節炎，曾使用一種或一種以上之

DMARD 藥物治療或腫瘤壞死因子拮抗劑(TNF antagonist)治療而

反應不佳或無法耐受的病人。在這些病人中，若病人對 MTX 無

法耐受或不適合繼續投與 MTX，可給予 Actemra 單獨治療。當

Actemra 與 MTX 合併使用時，經 X 光量測，可減緩關節傷害惡

化速度，此外，經 HAQ-DI 量表評估，可改善生理功能。 2.類風

濕性關節炎(RA)–未曾使用 MTX 治療的 RA: Actemra 合併

methotrexate (MTX)適用於治療先前未曾使用 MTX 治療的重

度、活動性、進行性類風濕性關節炎成人病人。在這些病人中，

若病人對 MTX 無法耐受或不適合繼續投與 MTX，可給予

Actemra 單獨治療。當 Actemra 與 MTX 合併使用時，經 X 光量

測，可減緩關節傷害惡化速度。 3.多關節性幼年型原發性關節炎

(PJIA): Actemra 與 methotrexate (MTX)併用，適用於治療 2 歲

(含)以上的活動性多關節性幼年型原發性關節炎，且對 MTX 治療

反應不佳者。對於無法耐受或不適合繼續 MTX 治療的病人，可

單獨使用 Actemra。 4. 全身性幼年型原發性關節炎

(SJIA) :Actemra 適用於治療 2 歲(含)以上的活動性全身性幼年型

原發性關節炎病人，且對 NSAID 及類固醇治療反應不佳或無法

耐受者。 

備註 原品項缺藥，進用專案進口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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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裝異動  

日期 110.09.10 變更項目 排裝印刷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ach tablet contains: telmisartan 80mg and amlodipine 5mg. 

商品名 Twynsta 倍必康平錠 

適應症 治療高血壓，此複方藥品不適用於起始治療。 

 

 

日期 110.09.13 變更項目 容量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Amorolfine nail lacquer 5% 

3mL/Bot 

Amorolfine nail lacquer 5% 

2.5mL/Bot 

商品名 Loceryl nail lacquer 樂指利抗甲癬油劑 

適應症 由皮真菌、酵母菌及黴菌引起之遠端及外側之輕度甲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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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9.15 變更項目 瓶身印刷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Gentamicin 0.3% 3 ml/BT (3 mg/ml) 

商品名 Gentamicin eye drop 見大黴素點眼液 

適應症 眼部之細菌感染症（包括結合膜炎、瞼緣炎、角膜炎、鞏膜表面炎、

淚囊炎、角膜潰瘍、瞼腺炎及眼巢之感染症）以及對於眼部受傷、

眼部異物排除後、燒傷或角膜裂傷、化學性或物理性損傷及眼部手

術前後之預防感染 

 

 

日期 110.09.15 變更項目 排裝印刷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Pramipexole P.R. 1.5mg/Tab 

商品名 Mirapex P.R. 樂伯克持續性藥效錠 

適應症 治療巴金森氏症的徵候及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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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9.22 變更項目 排裝膠囊排列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Celecoxib 200mg/Cap 

商品名 Celebrex 希樂葆膠囊 

適應症 緩解骨關節炎之症狀與徵兆，緩解成人類風濕性關節炎之症狀與徵

兆，緩解成人急性疼痛及治療原發性經痛，緩解僵直性脊椎炎之症

狀與徵兆。 

 

 

日期 110.09.22 變更項目 排裝印刷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Domperidone 10 mg/Tab 

商品名 Emetrol 癒吐寧錠 

適應症 噁心、嘔吐的症狀治療，糖尿病引起的胃腸蠕動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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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9.27 變更項目 排裝顆數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Riluzole 50mg/Tab 

商品名 Rilutek 銳力得錠劑 

適應症 肌萎縮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sclerosis, ALS) 

 

 

日期 110.10.06 變更項目 排裝印刷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Pramipexole P.R. 0.375mg/Tab 

商品名 MiRapex P.R. 樂伯克持續性藥效錠 

適應症 治療巴金森氏症的徵候及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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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10.06 變更項目 鋁箔片裝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Linezolid 600mg/Tab 

商品名 Zyvox 采福適膜衣錠 

適應症 「治療由下列感受性菌株感染的患者： Vancomycin 抗藥性的

Enterococcus faecium 感染，包括併發菌血症的病例。醫院感染的

肺炎，由 Staphylococcus aureus（對 methicillin 有感受性和對

methicillin 有抗藥性的菌株）或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對

penicillin 有感受性的菌株)所引起。複雜性皮膚和皮膚構造咸染，

包括糖尿病足感染，無併發骨髓炎，由 Staphylococcus aureus（對 

methicillin 有感受性和對 methicillin 有抗藥性的菌株）、 

Streptococcus pyogenes 或 Streptococcus agalactiae 所引起。非複

雜性皮膚和皮膚構造感染，由 Staphylococcus aureus (僅限於對 

methicillin 有感受性的菌株）或 Streptococcus pyogenes 所引起。

社區感染的肺炎，由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僅限於對penicillin

有感受性的菌秣），包括併發菌血症的病例，或 Staphylococcus 

aureus（僅限於對 methicillin 有感受性的菌株）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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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10.06 變更項目 中文名稱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Diphtheria, Tetanus, and Acellular Pertussis Booster vaccine 0.5 

ml/Dose/Vial, each dose contains： 

Tetanus Toxoid (破傷風類毒素)    5 Lf (20 IU) 

Diphtheria Toxoid (白喉類毒素) 2 Lf (IU) 

Pertussis Toxoid (百日咳類毒素) 2.5 mcg(非細胞型) 

   Filamentous Haemagglutinin  5.0 mcg 

   Fimbrial agglutinogens 2+3 (FIM) 5.0 mcg 

   Pertactin   3.0 mcg 

商品名 Adacel  

"巴斯德"三合一補追疫苗 

Adacel  

安打星三合一補追疫苗 

適應症 ADACEL 適用於 4 歲以上之追加疫苗接種，以預防白喉、破傷風、

百日咳。懷孕期間的母體接種可提供嬰兒早期的百日咳被動保護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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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防用藥疏失-混淆/形音相似藥 

1. 外觀相似。 

圖片 

 

 

 

 

 

 

  

學名規格 Norepinephrine 

4mg/4mL/Amp(聯亞)  

Phenytoin 

250mg/5mL/Amp  

中文商品名 諾必菲注射液  阿雷彼阿慶注射液  

商品名 Nobify 4mg/4mL/Amp  Aleviatin 250mg/5mL/A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