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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藥品異動資訊 

(1) 新進品項  

日期 107.03.21 

 

學名/規格 cyclosporin 100mg/Cap 

商品名 Immurin 因睦寧軟膠囊 

適應症 抗排斥藥 

易混淆品項 Cyclosporin(Ciclosporin) 25mg /Cap 
Cyclosporin(Ciclosporin)100mg/Cap 
Cyclosporin(Ciclosporin) 50mL/Bot 

 

日期 107.03.23 

 

學名/規格 Febuxostat 80mg/Tab 

商品名 Febuton 達理痛膜衣錠 

適應症 治療慢性痛風患者的高尿酸血症。不建議用於無症狀的高尿酸血

症者。 

常用劑量 40-80mg 每天一次。建議起始劑量是 40mg 每天一次。對於

使用 40mg 二週後血清尿酸濃度(sUA) 未低於 6 mg/dL 的患

者，建議使用 Febuxostat 80mg。 

易混淆品項 Feburic F.C. 80mg/Tab (同成分劑量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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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3.23 

 

學名/規格 Megestrol Acetate Susp. 
40mg/mL 

商品名 Giga Susp. 美健生口服懸液劑 

適應症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患者的厭食症，及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患者

及癌症患者之惡病體質引起的體重明顯減輕。 

常用劑量 起始劑量 400-800mg/day 

易混淆品項 Megatus Susp. (同成分劑量品項) 

 
 

日期 107.03.26 

 

學名/規格 Alprazolam 1mg/Tab 

商品名 Kinax 景安寧錠 

適應症 焦慮狀態 

常用劑量 0.25-0.5mg 一天三次，可依狀況增加到最高劑量 4mg 

易混淆品項 Kinax 0.5mg/Tab (同成分不同劑量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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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3.26 

 

學名/規格 Lorazepam 2mg/Tab 

商品名 Anxicam 安心平錠 

適應症 焦慮失眠 

常用劑量 平均每日劑量 2~4 mg，分次使用 

易混淆品項 Ativan 0.5mg/Tab (同成分不同劑量品項) 

Lowen 0.5mg/Tab (同成分不同劑量品項) 

Anxicam 2mg/mL/Amp (同商品名針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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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採購   

日期 107.03.21 

 

學名/規格 Nintedanib ethanesulfonate 

100mg/Cap 

商品名 OFEV 抑肺纖軟膠囊 

適應症 特發性肺纖維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備註 內科部臨採 

易混淆品項 Nintedanib ethanesulfonate 150mg/Cap 

 
 

日期 107.03.21 

 

學名/規格 Lanreotide 120mg/Amp 

商品名 Somatuline autogel 

舒得寧長效型注射凝膠劑 

適應症 1.治療肢端肥大症，改善類癌瘤(carcinoid tumours)的臨床症狀。

２.治療無法切除、分化程度為良好或中度、局部進展或轉移性

之胃、腸、胰臟神經內分泌腫瘤(GEP-NETs)，以提升無惡化存活

期(PFS) 。 

備註 內科部血液腫瘤科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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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廠牌  

日期 107.03.08 變更項目 由利達廠換為元宙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Calcium Carbonate 500mg/Tab 

商品名 Calcium Carbonate Elica 

適應症 緩解胃部不適或灼熱感、或經診斷為胃及十二指腸潰瘍、胃炎、

食道炎所伴隨之胃酸過多。 

備註 原品項缺貨 

 
 

日期 107.03.13 變更項目 由鹽野義廠換為國嘉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Haloperidol 1mg/Tab Haloperidol 0.5mg/Tab 

商品名 Halosten 豁樂舒靜錠 Hopan 和寧錠 

適應症 躁病、精神病狀態、噁心、嘔吐、攻擊性與破壞性之行為障礙、

舞蹈病 

備註 Halosten 1mg/Tab 停止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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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裝異動   

日期 107.03.12 變更項目 鋁箔包裝印字變更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ycophenolate Sodium 180 mg/Tab 

商品名 Myfortic 睦體康 

適應症 1、預防腎臟移植病患之患性排斥現象發生。2、適用於在患有

WHO 第 III、IV 或第 V 類狼瘡性腎炎(Lupusnephritis, LN)的成人病

患中做為前導治療。 

易混淆品項 Mycophenolate Mofetil 250 mg/Cap 

 
 

日期 107.03.12 變更項目 Vail 裝變 Ampoule 裝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Clindamycin 300 mg/2 mL/Vial 

商品名 Clincin 克力欣 

適應症 由厭氣菌、鏈球菌、葡萄球菌、肺炎雙球菌等具有感染性菌株所

引起之感染症 

易混淆品項 Amikacin sulfate (外觀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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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3.12 變更項目 鋁箔包裝印字顏色變更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Bisacodyl 5mg/Tab 

商品名 Dulcolax 樂可舒腸溶糖衣錠 

適應症 暫時緩解便秘、診斷及手術前清腸。 

易混淆品項 Bisacodyl 栓劑 

 
 
 

日期 107.03.14 變更項目 外包裝顏色改變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Oxymetazoline HCl nasal spray 10 ml/BT (0.5 mg/ml) 

商品名 Sindecon Nasal Spray 醫鼻易 鼻噴液 

適應症 急性鼻炎、過敏性鼻炎、血管舒縮性鼻炎、鼻竇炎、鼻咽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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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3.16 變更項目 劑量變更 40mg→50mg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Simethicone 40mg/Tab Simethicone 50mg/Tab 

商品名 Kascoal 加斯克兒錠 

適應症 解除脹氣、緩解氣脹相關症狀 

備註 廠商供貨不穩，兩劑量品項交替使用 

 
 
 

日期 107.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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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otrophin (相當於 FSH 75IU+LH 75IU)/Vial 

商品名 Menopur Injection 美諾孕注射劑 

適應症 男女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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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3.21 變更項目 劑量變更 150mg→300mg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Valproic acid 300mg/Cap 

商品名 Convulex 康癲能軟膠囊 

適應症 癲癇之大發作、小發作、混合型及顳葉癲癇。躁症或急性躁期之

躁鬱症之治療。偏頭痛之預防 

易混淆品項 valproate sodium (持續錠)500mg/Tab 

Valproate Sodium(液劑) 200mg/mL 40mL/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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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防用藥疏失--混淆/形音相似藥品 

同廠牌，不同成分/劑量 

圖片(範例) 

 

學名規格 （上）Amikacin sulfate 

250mg/2mL/Amp 

（下）Clindamycin(針劑) 

300mg/2mL/Vial 

中文商品名 愛康黴素注射液 克力欣注射液 

商品名 Amikacin Clin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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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物安全警訊 
TFDA 安全警訊摘要與本院現況  

 1. Clarithromyci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  

2018/02/22 美國 FDA 發布含 clarithromycin成分藥品使用於有心臟疾病之病人可

能會增加心臟疾病或死亡的風險之安全性資訊 

1. 一項大型前瞻性隨機分派臨床試驗（CLARICOR）結果顯示，曾使用含

clarithromycin 成分藥品兩週療程之冠狀動脈心臟病病人，經追蹤一年或更長時

間後發現，相較於使用安慰劑者，死亡率較高。目前尚無法確知其機轉為何。 

2. 因該試驗僅涵蓋冠狀動脈心臟病病人，且目前並無前瞻性隨機分派試驗針對

非心臟疾病病人使用含 clarithromycin 成分藥品之長期安全性進行評估，無法確

知其結論是否適用於非心臟疾病病人。 

3. 國內核准含 clarithromycin 成分藥品之中文仿單已於「警語及注意事項」刊載

『clarithromycin 可能有造成 QT 延長的風險，因此，用於病患患有冠狀動脈疾

病、嚴重心臟功能不全、低鎂血症、心搏徐緩，或併用其他可能造成 QT 延長相

關的藥物時，須謹慎使用。Clarithromycin 不應使用於患者有先天性或記錄曾有

QT 間隔延長或心室性心律不整的病史。』  

 本院相關藥品清單/注意事項   

1. 本院現有同類成分之藥品： 

* Clarithromycin 500mg/tab（Klaricid®開羅理黴素膜衣錠） 

2. 醫療人員應注意事項： 

(1) 處方含 clarithromycin 成分藥品前，應謹慎評估病人使用該藥品之臨床效

益與風險，尤其是使用於有心臟疾病之病人，可以考慮使用其他替代抗生素，

即使僅為短期使用。 

(2) 應告知有心臟疾病的病人有關心血管問題相關的症狀與徵兆，並提醒病人

如出現不適症狀，應儘速回診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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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lipristal acetat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   

歐盟 EMA 接獲數件使用 Esmya®（ulipristal acetate）藥品後發生嚴重肝損傷之通

報案例（包含發生肝衰竭而需進行肝移植之案例），目前正針對該藥品進行效益

風險評估。 

經查，我國已於 Esmya®藥品之中文仿單刊載：「Ulipristal acetate 目前並無使用

於肝功能不全病患的治療經驗。預期肝功能不全會改變 ulipristal acetate 的排

除，造成暴露量增加。不過，在患有輕度肝功能不全的病患身上，這種情況則

不具有臨床相關性。Ulipristal acetate 不建議使用於中度或嚴重肝功能不全的病

患，除非病患接受密切監測。」截至 107 年 3 月 1 日止，我國並未接獲使用該

成分藥品導致肝損傷相關不良反應通報。食藥署現正評估是否針對該藥品採取

相關風險管控措施。 

本院相關藥品清單/注意事項  

1. 本院現有同類成分之藥品： 

* Ulipristal acetate 5mg/tab（Esmya®恩惜膜錠） 

2. 醫療人員應注意事項： 

(1) 使用 Ulipristal acetate 藥品治療期間應定期監測病人之肝功能（至少每月

一次）。若病人之肝臟酵素檢測值超過正常值上限的 2 倍，應立即停藥並密切

監測病人。 

(2) 應於停止治療後 2 至 4 週再次檢測病人的肝功能。 

(3) 若病人出現肝損傷相關徵兆及症狀應立即檢測肝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