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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0 年第二次藥委會-新刪藥公告 

1. 通過常備(共 23 項) (依送審編號排序) 
送審編號 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備註 

1-1 Vizimpro Dacomitinib 30mg/filmcoate tablets 做為單一療法，適用於帶有 EGFR 突變之局部晚期或

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成人病人的第一線治

療。 

新藥申請 

1-2 Vizimpro Dacomitinib 45mg/filmcoate tablets 做為單一療法，適用於帶有 EGFR 突變之局部晚期或

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成人病人的第一線治

療。 

新藥申請 

申覆 

1-1 

Lumicef Brodalumab 210mg/syringe 適合接受全身性治療中至重度斑塊性乾癬成人病人 109Q4 新藥申請 

申覆 

1-2 

Rinvoq Upadacitinib 15mg/Tab 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癬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異位

性皮膚炎 

109Q4 新藥申請 

2-1 Zoladex Goserelin/10.8mg/Depot,pre-filled 

syringe 

適用於攝護腺癌之治療、適用於停經前婦女之乳癌治

療。 

新藥申請 

2-2 Tresiba FlexTouch Insulin degludec 300u/3ml 適用於治療一歲以上糖尿病患者，以改善血糖控制。 新藥申請 

2-6 Esvatin Estriol 0.5mg/陰道錠 陰道炎、子宮頸管炎及子宮膣部糜爛。 新藥申請 

2-7 HyLink Cross-linked Hyaluronate 

30mg/3ml/syringe 

膝部退化性關節炎之疼痛，且經非藥物治療、NSAID

或 Acetaminophen等一般鎮痛劑,仍治療無效之患者。 

新藥申請 

申覆 

2-1 

Hyajoint Plus 

Synovial Fluid 

Sodium Hyaluronate (交鏈型) 

20mg/ml, 3ml/Syringe 

退化性膝關節炎之玻尿酸關節腔內注射劑 109Q4 新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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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編號 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備註 

supplement 

3-2 Rocuronium Kabi Rocuronium 

Bromide/100mg/10ml/vial 

全身麻醉的輔佐藥，以幫助支氣管內插管，加護病房中

須插管及使用人工呼吸器時。 

新藥申請(處置內含) 

3-6 Methydur 22mg Methylphenidate 22mg / Cap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新藥申請 

4-1 Bevespi Aerosphere

氣化噴霧劑 

Glycopyrronium /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7.2/5.0mg/Inhalation 

glycopyrronium和 formoterol 組合藥品，用於阻塞性肺

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病人

氣流阻塞的長期維持治療。 

新藥申請 

申覆 

4-2 

Trimbow Beclometason/Formoterol/Glycopyrr

onium 100/6/12.5mcg/dose 

重度以上呼氣氣流受阻及有惡化病史之 COPD 病人 109Q4 新藥申請 

5-1 Fespixon cream 到手香萃取物 PA-F4、積雪草萃取

物 S1/1.25%/15g/tube 

糖尿病足部傷口潰瘍 新藥申請(自費品項) 

5-2 Diquas Ophthalmic 

solution 

Diquafosol Sodium 150mg/5ml/bot 治療乾性角結膜炎病人之角膜以及結膜上皮損傷。 新藥申請(自費品項) 

6-6 Torsix Torsemide 5mg/Tab 治療鬱血性心臟衰竭、腎疾病、肝臟疾病及慢性腎衰竭

所引發的水腫症狀，高血壓 

新藥申請 

申覆 

6-1 

Ventavis Iloprost nebuliser sol'n 

20mcg/2mL/Amp 

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 恢復常備品項，限

兒童醫院使用 

7-1 Cresemba Isavuconazole 200 mg/乾粉注射劑 1.侵犯性麴菌症 2. 使用於不適合接受 amphotericin B 

的病人治療白黴菌病 

新藥申請 

7-2 Menocik Lyophilized Minocycline HCl 100mg/vial 革蘭氏陽性、陰性菌、立克次氏體及巨型濾過性病毒等

引起之感染症 

新藥申請(自費品項) 



一一一年 O四月出版                                                                          第 316 期  

3 

 

送審編號 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備註 

申覆 

7-1 

Symtuza Darunavir 800mg, Cobicistat 150mg, 

Emtricitabine 200mg, Tenofovir 

alafenamide 10mg / Film-Coated Tab 

抗病毒感染劑 109Q4 新藥申請 

申覆 

7-2 

Zavicefta Ceftazidime2g, Avibactam 0.5g/Vial 治療 3個月以上兒童及成人病人對 Zavicefta 具感受性

的革蘭氏陰性微生物引起的感染 

109Q4 新藥申請 

9-1 Creon 25000 Pancreatin (Pancreas 

Powder)300mg/Amylase 18000 

Ph.Eur. units ,Lipase 25000 Ph.Eur. 

units , Protease 1000 Ph.Eur. units 

治療兒童及成人因囊狀纖維化症(Cystic Fibrosis, CF)、

慢性胰臟炎及胰臟手術等情況所引起的胰液分泌不

全。 

新藥申請 

9-2 Fortacin cutaneous 

spray 

Lidocaine/Prilocaine 治療成年男性之原發性早發性射精 新藥申請(自費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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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用品項(共 20 項) (公告用罄後即不再續採購，並以藥庫通知為準) 
項次 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備註 

1 Giotrif 30mg/Tab AFaTiNiB 三十 mg/Tab 適用於具有 EGFRTK 突變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之

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之第一線治療。 

因引進 1-1 及 1-2， 

本品不可再臨採供新病人使用 
2 Giotrif 40mg/Tab AFATINIB 40mg/Tab 

3 Leuplin Depot 3M 

11.25mg/syringe 

Leuprorelin acetate 3M 

11.25mg/syringe 

一、前列腺癌。二、子宮內膜異位症。三、因子宮

肌瘤引起經血過多及貧血預計進行手術切除者。

四、停經前乳癌術後輔助療法。五、中樞性性早熟。 

刪除品項 

4 Levemir FlexPen Insulin detemir 300U/3ml/Pen 治療患有糖尿病的成人、青少年及 1 歲以上兒童 刪除品項 

5 HYAFELIC Sod. Hyaluronate 

30mg/3ml/syringe 

限用於保守性非藥物治療無效及一般鎮痛劑治療

無效之退化性膝關節炎疼痛患者 

刪除品項 

6 Monovisc Sod. Hyaluronate 88mg/4ml/Syringe 單次使用之微交聯玻尿酸關節腔注射劑，膝、踝關

節退化性關節炎疼痛症狀治療；其作用主要是潤滑 

刪除品項 

7 Esmeron 

50mg/5ml/Vial 

Rocuronium Bromide/50mg/5ml/Vial 全身麻醉的輔佐藥，以幫助支氣管內插管，加護病

房中須插管及使用人工呼吸器時。 

刪除品項 

8 Gentamicin eye 

drop 0.3% 5ml/BT 

Gentamicin eye drop 0.3% 5ml/BT 眼部之細菌感染症及對眼部受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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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品項 

9 Licodin Ticlopidine 100mg/Tab 適用於曾發生完成性栓塞型中風及有中風前兆，且

不適用 Aspirin 患者 

刪除品項 

10 Ziagen  Abacavir 300mg/Tab 抗病毒感染劑 刪除品項 

11 Protase E.C  Pancrelipase 280mg/Cap  囊腫性纖維化疾病、慢性胰臟炎、胰臟切除、胃腸

繞道手術及因腫瘤引發胰管式膽管阻塞等疾病導

致胰液分泌不全 

刪除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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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備註 

12 Gliben Glibenclamide (Glyburide) 5mg/Tab 糖尿病 同藥理類別品項刪除，建議改

用 Amaryl 替代 

13 GlucoMet Glyburide 5mg+Metformin 

500mg/Tab 

第二型糖尿病 同藥理類別品項刪除，建議改

用 Glimet 2/500 替代 

14 Janumet Sitagliptin 50mg+metformin 

850mg/Tab 

第二型糖尿病 同藥理類別品項刪除，建議改

用其他 DPP-4+Biguanides 複方

藥品替代 

15 Sulfin Sulfinpyrazone 100mg/Tab 痛風性關節炎 同藥理類別品項刪除，建議改

用其他促尿酸排泄藥品 

16 Lasyn F.C Lacidipine 4mg/Tab 高血壓 同藥理類別品項刪除，建議改

用 Amlodipine、NiFedipine、

Felodipine 等其他降壓藥品替代 

17 Efient Prasugrel HCL 3.75mg/Tab 冠狀動脈介入性治療的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 同藥理類別品項刪除，建議改

用其他抗血小板製劑替代 

18 CloPiDogrel 

(台廠) 

CloPiDogrel 75mg/Tab(可諾通) 抗血栓用藥 同藥理類別品項刪除，建議改

用 Plavix 75mg/Tab 替代 

19 PREZISTA Darunavir 400 mg/Tab 抗病毒感染劑 同藥理類別品項刪除，建議改

用其他抗病毒感染劑 

20 Duovir-N Lamivudine 150 mg + Zidovudine 

300mg+Nevirapine 200 mg/Tab 

抗病毒感染劑 同藥理類別品項刪除，建議改

用其他抗病毒感染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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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藥品異動資訊 

1. 新進品項 

日期 111.03.15 

 

學名/規格 每劑(0.5mL)含有: A 型肝炎病

毒(去活化) 720 ELISA 單位 

商品名 Havrix 720 

新赫寶克疫苗 

適應症 Ａ型肝炎之主動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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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採購 

日期 111.03.15 

 

學名/規格 Tisagenlecleucel 

0.2~5.0*10^6T-cell/Kg 

商品名 Kymriah 

祈萊亞靜脈輸注用懸浮液 

適應症 經過基因修飾的自體免疫細胞療法，適用於治療： ‧患有難治

型、移植後復發、第二次或二次以上復發之 B 細胞急性淋巴性白

血病（ALL）的 25 歲以下兒童和年輕成人病人。 ‧經兩線或兩

線以上全身治療後之復發性或難治性瀰漫性大 B 細胞淋巴瘤

（DLBCL）的成人病人。 

備註 血腫科臨採藥品 

 

 

日期 110.03.15 

 

學名/規格 Nimodipine 30mg/Tab 

商品名 NIMOTOP 腦妥膜衣錠 

適應症 預防、治療因動脈瘤引起之蜘蛛膜下出血後，腦血管痙攣所引起

的缺血性神經缺損。 

備註 神經外科臨採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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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3.18 

 

學名/規格 Selpercatinib 80mg/Tab 

商品名 Selpercatinib 80mg/Tab 

適應症 Adult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RET fusion-positiv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Adult and pediatric patients ≧ 12 years 

old with advanced or metastatic RET-mutant medullary thyroid 

cancer (MTC) who require systemic therapy1, Adult and 

pediatric patients 12 years of age and older with advanced or 

metastatic RET fusion-positive thyroid cancer who require 

systemic therapy and who are radioactive iodine-refractory (if 

radioactive iodine is appropriate. 

備註 胸腔科臨採藥品 

 

 

日期 110.03.30 

 

學名/規格 Insulin degludec 

商品名 Tresiba FlexTouch  

諾胰保諾特筆 

適應症 適用於治療一歲以上糖尿病患者，以改善血糖控制 

備註 小兒遺傳科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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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3.31 

 

學名/規格 Amivantamab 350mg/7mL/Vial 

商品名 Amivantamab 350mg/7mL/Vial 

適應症 單一療法適用於罹患帶有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 exon 20 插

入突變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NSCLC) 的成人病

人，作為含鉑類化學療法治療失敗後之治療。 

備註 胸腔科臨採藥品 

 

 

日期 110.03.31 

 

學名/規格 Human Immunoglobulin 

proteins 

商品名 Gamunex-C 10g/100mL/vial 

適應症 原發性體液性免疫不全症、原發性血小板缺乏紫斑症、慢性脫髓

鞘多發性神經炎。 

備註 心臟血管外科臨採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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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廠牌 

日期 111.03.22 變更項目 由嬌生變更為生達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ach tab contains: Tramadol 37.5 mg  +  Acetaminophen 325 mg 

商品名 Ultracet 

及通安錠 

Utraphen 

立除痛膜衣錠 

適應症 使用非鴉片類止痛劑無效的中度至嚴重性疼痛。 

備註 原廠停產，進用取代。 

 

日期 111.03.31 變更項目 由永豐廠變為信東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Sodium chloride 0.9% 500 mL/Bot 

商品名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Y.F." 

"永豐"生理食鹽水注射液 

Isotonic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生理食鹽水注射液 

適應症 水份補給。 

備註 原永豐廠缺貨，進用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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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裝異動  

日期 111.03.29 變更項目 外盒包裝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Dorzolamide Oph. Solution 2% 5mL/Bot 

商品名 Trusopt Oph. Solution 2% 舒露瞳點眼液劑 

適應症 高眼壓症、廣角性青光眼。 

 

 

日期 111.03.29 變更項目 外盒包裝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ach ml contains:  

10mg brinzolamide and 2mg brimonidine tartrate. 

商品名 Simbrinza eye drop 勝克壓複方點眼液 

適應症 用於治療曾使用單方治療效果不佳的隅角開放性青光眼或高眼壓

成人患者，以降低其眼內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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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1.03.29 變更項目 新增鋁箔貼紙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Pramipexole 1.5 mg/ prolonged-release Tab 

商品名 Mirapex 1.5mg prolonged-release tab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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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111.03.29 變更項目 鋁箔大小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Prednisolone 5mg/Tab 

商品名 Donison 樂爾爽錠 

適應症 僂麻質斯性疾病、異常反應性疾病、皮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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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1.04.06 變更項目 外盒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Abraxane(Paclitaxel)  100mg/20mL/Vial 

商品名 Abraxane(Paclitaxel)  100mg/20mL/Vial 

適應症 轉移性乳癌、非小細胞肺癌、胰腺癌。 

 

 

日期 111.04.07 變更項目 鋁箔印刷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Calcitriol 0.5 mcg/Cap 

商品名 U-Ca 活維Ｄ軟膠囊 

適應症 佝僂症、軟骨病、促進鈣磷吸收、維他命Ｄ缺乏症、過敏性疾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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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防用藥疏失-混淆/形音相似藥 

1. 外觀相近 

圖片 

 

 

 

 

 

 

  

學名規格 Bethanechol 25mg/Tab Hydralazine(錠劑) 25mg/Tab 

中文商品名 胃可麗錠２５毫克 哈伯寧錠 

商品名 Wecoli 25mg/Tab Apolin 25mg/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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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藥物安全警訊 
TFDA 安全警訊摘要與本院現況 

(1) Donepezil 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22/2/28 澳洲藥品管理局（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TGA）發布

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可能具有 QT 區間延長風險致嚴重心臟傳導問題之安全警

訊。 

i. 用於治療阿滋海默症之含donepezil成分藥品，可影響心臟傳導系統之作用，

因此可能具有潛在 QT 區間延長之風險。 

ii. 截至 2022/1/5 止，TGA 已接獲 18 例疑似使用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後發生

心臟傳導不良反應之通報案例，包含房室傳導阻滯（atrioventricular block）、

完全房室傳導阻滯（atrioventricular block complete）、第二級房室傳導阻滯

（atrioventricular block second degree）、束支傳導阻滯（bundle branch block）、

雙分支阻滯（bifascicular block）、及多型性心室心搏過速（Torsades de Pointes）

等。 

iii. TGA 已更新 donepezil 之藥品仿單及用藥須知，包含具有下列情形者於用藥

期間應謹慎使用之警語： 

 具有 QT 區間延長病史 

 具有 QT 區間延長之家族史 

 正在服用其他亦會導致 QT 區間延長之藥品 

 具有心臟相關疾病如心衰竭、近期心臟病發作或緩脈性心律不整 

 電解質不平衡（低血鉀、低血鎂等）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i. 開立處方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予病人前，應評估其臨床效益與風險，並盡

可能取得病人的心臟相關病史或家族史，及目前用藥情形。用藥期間應留

意病人電解質變化及相關藥品交互作用。 

ii. 因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可能具有潛在 QT 區間延長之風險，如需開立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於正在服用下列或其他已知可能具有 QT 區間延長風險

藥品之病人，應審慎評估其臨床效益及風險。 

 抗心律不整藥品 class IA：如 disopyramide 等。 

 抗心律不整藥品 class III：如 amiodarone、sotalo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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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抗憂鬱劑：如 citalopram、escitalopram、amitriptyline 等。 

 部分抗精神疾患藥品：如 chlorpromazine、prochlorperazine, pimozide、

ziprasidone 等。 

 部分抗生素：如 clarithromycin、erythromycin、moxifloxacin 等。 

本院現況與民眾應注意事項:   

i. 本院含 Donepezil 成分之藥品： 

藥品代碼 商品名 成份名 中文商品名 

TDONEP11 Aricept Donepezil 口崩錠 10mg/Tab 愛憶欣口崩錠 

TDONEP10 Aricept Donepezil 10mg/Tab 愛憶欣膜衣錠 

TDONEPE Aricept Donepezil 5mg/Tab 愛憶欣膜衣錠 

ii. 若家中有正在使用、或將要使用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者，請主動告知醫

師，其是否具有心臟相關病史或家族史，如具有 QT 區間延長、心律不

整、或低血鉀或低血鎂等，及用藥史，包含是否正在服用下列藥品： 

 部分心律不整藥品：如 disopyramide、amiodarone、sotalol 等。 

 部分憂鬱症藥品：如 citalopram、escitalopram、amitriptyline 等。 

 部分精神疾患藥品：如 chlorpromazine、prochlorperazine、pimozide、

ziprasidone 等。 

 部分抗生素：如 clarithromycin、erythromycin、moxifloxacin 等 

iii. 用藥期間若有任何身體不適，請盡速尋求醫療協助，勿自行停藥。對於用

藥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諮詢醫療人員。 

 

(2) Hydroxychloroquine 與全身性巨環類抗生素(macrolide antibiotics)

藥品併用之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22/2/15英國醫藥品管理局(MHRA)針對 hydroxychloroquine或 chloroquine

與全身性 macrolide antibiotics 類併用，可能導致心血管事件及死亡風險增加，同

時提醒 hydroxychloroquine 或 chloroquine 可能導致憂鬱、焦慮、幻覺及思覺失調

等已知相關精神疾病發布安全警訊。 

i. 2020 年 8 月發表的一項觀察性回顧型研究結果顯示，短期（30 天內）併用

hydroxychloroquine 與 azithromycin 治療者，相較於 hydroxychloroquine 併用

amoxicillin，有增加狹心症、胸痛、心衰竭及心血管死亡風險。研究中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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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原因為 hydroxychloroquine 及 azithromycin 併用對於 QT 區間延長之

累積效應（協同作用），增加心律不整及心因性死亡，或因其他加成之心臟

毒性效應。 

ii. MHRA 經評估後建議修訂 hydroxychloroquine 成分藥品與全身性使用之

azithromycin 藥品仿單以加刊上述風險之警語；而 chloroquine，及

clarithromycin 與 erythromycin 等 macrolide antibiotics 類藥品可能有相似之

安全性特性，故建議 chloroquine 與其它全身性 macrolide antibiotics 類等藥

品仿單亦應加刊相關安全資訊。 

iii. 另，已知 hydroxychloroquine 及 chloroquine 成分藥品與發生精神疾病具相

關聯，包含憂鬱、焦慮、幻覺及思覺失調等。2020 年 11 月一項歐洲安全性

回顧曾建議更新 hydroxychloroquine 及 chloroquine 成分藥品仿單之警語，

除應涵蓋各式的精神疾病症狀外還需包含罕見的自殺行為。評估指出精神

疾病症狀通常發生於開始治療的第一個月內，亦曾發生於無精神相關疾病

史的病人。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i. 醫師開立處方含全身性 macrolide antibiotics 類藥品予正使用含

hydroxychloroquine 成分藥品的病人前，應謹慎評估病人之臨床效益與風

險。 

ii. 若臨床上有必要併用含 hydroxychloroquine 成分藥品與全身性 macrolide 

antibiotics 類藥品時，應謹慎用於具有心血管事件風險的病人，並遵循每

項中文仿單之建議。 

iii. 應對含 hydroxychloroquine 成分藥品有關的精神疾病反應保持警覺，曾有

案例發生於無精神相關病史的病人。 

本院現況與民眾應注意事項:   

i. 本院含 Hydroxychloroquine 與全身性巨環類抗生素(macrolide antibiotics)成

分之藥品： 

藥品代碼 商品名 成份名 中文商品名 

THYD-CH1 Plaquenil Hydroxychloroquine 200mg/Tab 必賴克廔膜衣錠 

TAZITHR Zithromax Azithromycin 250mg/Tab 日舒膜衣錠 

LAZITHR Zithromax Azithromycin 40mg/mL 15mL/Bot 日舒懸液用粉 

TCLARI5 Klaricid Clarithromycin F.C.500mg/Tab 開羅理黴素膜衣錠 

ICLARI5 Klaricid Clarithromycin IV 500mg/Vial 開羅理黴素靜脈注射劑 

TERYTH2 Erythromycin Erythromycin 250mg/Cap 紅黴素膠囊 

IERYTHR Erythrocin Erythromycin lactobionate 500mg/Vial 威黴素靜脈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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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含 hydroxychloroquine 成分藥品與口服或針劑型的 macrolide antibiotics 類

藥品併用時，可能增加發生心臟不良反應的風險。 

iii. 若於用藥期間有任何心臟相關症狀（如心悸、昏厥、胸痛或無法解釋的呼

吸困難），應立即就醫。 

iv. 曾有一些病人在開始使用含 hydroxychloroquine 成分藥品治療後出現心理

健康相關的症狀。若病人或家人、照顧者發現使用 hydroxychloroquine 後

發生任何新的或惡化的心理健康症狀，請立即尋求醫療協助。 

v. 用藥期間若有任何身體不適，請盡速尋求醫療協助，勿自行停藥。對於用

藥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諮詢醫療人員。 

 

(3) Alecensa®(alectinib)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22/2/15 瑞士醫藥管理局（Swissmedic）發布轉知 Alecensa®（alectinib）

許可證持有商針對 alectinib 造成溶血性貧血提出警告及預防措施，並已於仿單

中建議藉由調整劑量以改善發生溶血性貧血之風險。 

i. 在 Alecensa®（alectinib）臨床試驗中曾有溶血性貧血的案例被通報，而上市

後使用經驗中亦曾接獲相關案例，故溶血性貧血被認為是 alectinib 的風險

之一。 

ii. 近期針對溶血性貧血案例的一份累計性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多數通報的溶

血性貧血事件結果可透過調整使用劑量獲得改善。 

iii. 若血紅素濃度<10 g/dL 並且懷疑溶血性貧血則應中斷 alectinib 治療，且開

始適當的實驗室檢查。 

iv. 若確診溶血性貧血，應中斷 alectinib 治療，直到症狀消退並以較低劑量恢復

治療或是永久停藥。另劑量調整的建議已刊載於仿單中之用法用量處。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i. Alecensa®（alectinib）於臨床試驗和上市後使用經驗中皆曾有溶血性貧血

的案例被通報。 

ii. 溶血性貧血為具臨床重要性之不良反應，並且可透過調整適當劑量來降低

風險。 

iii. 若病人的血紅素值低於 10 g/dL 且懷疑可能是溶血性貧血時，應停用

alectinib 並進行實驗室檢驗；若經確認為溶血性貧血，該藥品應停用至病

人恢復，並以較低劑量重啟治療或永久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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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應告知病人該藥品具溶血性貧血風險，並指導病人若出現不明原因的頭

暈、疲倦、虛弱、臉色蒼白、易喘、呼吸困難、發燒、黃疸、深色尿液等

症狀，應立即回診尋求醫療協助。 

本院現況與民眾應注意事項:   

i. 本院含 Alectinib 成分之藥品： 

藥品代碼 商品名 成份名 中文商品名 

TALECTI Alecensa Alectinib 150mg/Cap 安立適膠囊 150 毫克 

ii. Alecensa®（alectinib）於臨床試驗和上市後使用經驗中皆曾有溶血性貧血

的案例被通報。 

iii. 若您於使用該藥品後出現任何可能為溶血性貧血之相關徵候或症狀，例如

頭暈、疲倦、虛弱、臉色蒼白、易喘、呼吸困難、發燒、黃疸、深色尿液

等，請立即回診尋求醫療協助。 

iv. 若您對用藥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諮詢醫療人員，切勿自行停用藥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