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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藥品異動資訊 

(1) 新進品項    

日期 107.07.09 

 

學名/規格 Bilastine 20mg/Tab 

商品名 Labixten 必利停錠 

適應症 緩解成人及 12 歲(含)以上兒童過敏性鼻炎(季節性和常年性)及慢

性蕁麻疹的症狀 

常用劑量 每日一次 20mg，應該在進食或喝果汁前一小時或之後二小時服

用 

備註 106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 

 

日期 107.07.09 

 

學名/規格 Trazodone 100mg/Tab 

商品名 Trazo 治憂膜衣錠 

適應症 治療各種型態之抑鬱症 

常用劑量 起始劑量為每天 150mg 分次服用，然後每 3-4 天依 50mg/day 的

劑量增加，直到獲得適當的效應 

備註 提供大劑量之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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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7.10 

 

學名/規格 Fluticasone furoate 184 mcg 
Vilanterol 22 mcg  
 

商品名 Relvar Ellipta 潤娃易利達 

適應症 治療適合使用吸入型皮質類固醇及長效β2 作用劑合併治療的 18

歲及以上氣喘患者 

常用劑量 每次吸入一單位劑量，每天一次  

備註 106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 

 
 

日期 107.07.11 

 

學名/規格 Pinaverium 100mg/Tab 

商品名 得舒特膜衣錠 

適應症 胃、十二指腸潰瘍、過敏性結腸、結腸炎、膽管運動困難 

常用劑量 建議每日兩錠，特殊狀況下可增加至每日三錠 

備註 106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 取代 Pinaverium 50mg/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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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7.11 

 

學名/規格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150mg/Cap 

商品名 MoProbi-LR 摩舒益多膠囊 

適應症 緩解輕度腹瀉、腹痛及便秘、整腸(調整排便)，軟便 

常用劑量 每次一粒，一天3至4次，或需要時服用 

備註 106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 

 
 

日期 107.07.13 

 

學名/規格 Somatropin 12mg(36 IU) 
/cartidge 

商品名 Saizen 帥健注射劑 

適應症 腦下垂體生長激素分泌不足所導致之生長遲滯、其他 GONADOL 

DYSGENESIS (TURNER'S SYNDROME)所導致之生長遲滯、青春期前

因慢性腎臟衰竭導致之生長遲滯及成人生長激素嚴重分泌不足

之補充療法。低出生體重兒(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 SGA)逾四

歲者之生長障礙。 

常用劑量 每天以0.7~1.4毫克/平方公尺體表面積或0.025~0.05毫克/公

斤體重皮下注射。 

備註 106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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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7.16 

 

學名/規格 Empagliflozin 12.5 mg 
Metformin 850 mg  

商品名 Jardiance Duo 恩美糖膜衣錠 

適應症 第二型糖尿病 

常用劑量 一錠，每日一至兩次 

備註 106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藥 

易混淆品項 Trajenta duo 2.5/850 mg/Tab 糖倍平膜衣錠 

 

日期 107.07.18 

 

學名/規格 Ginkgo biloba extract 3.5mg/mL 
5mL/Amp 

商品名 Enhancir 通循注射液 

適應症 末梢血管循環障礙 

常用劑量 1日1~2次，1次2~5ml，深部肌肉注射或緩慢靜脈注射 

備註 Trental 100mg/5mL/Amp 停止進口，進用 Enhancir 3.5mg/mL 

5mL/Amp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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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7.23 

 

學名/規格 Dapagliflozin 10mg  
Metformin HCL 1000mg 

商品名 Xigduo XR 

釋多糖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適應症 第二型糖尿病 

常用劑量 一次一錠，一天一次 

備註 106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增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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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採購   

日期 107.07.06 

 

學名/規格 Idarucizumab  

2.5g/50mL*2Bot/Box 

商品名 達栓普注射液 

適應症 專一性的 dabigatran 反轉作用劑 

備註 內科部臨採 

 
 

日期 107.07.10 

 

學名/規格 Sodium Thiosulfate 12.5 grams 

/50 mL/Vial 

商品名 Sodium Thiosulfate 

適應症 鈣化防禦症 calciphylaxis 

備註 兒童醫院臨採(專案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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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7.26 

 

學名/規格 Nifedipine 10mg/tab 

商品名 Sindipine 心得平微粒膠囊 

適應症 狹心症、高血壓 

備註 婦產部臨採 

 
日期 107.07.30 

 

學名/規格 Daratumumab 

400mg/20mL/Vial 

商品名 Darzalex 兆科注射劑 

適應症 多發性骨髓瘤成人患者 

備註 內科部血液腫瘤科臨採 

 



一 O 七年七月出版                                            第 271 期 

8 

 

(3) 更換廠牌   

日期 107.07.11 變更項目 由拜耳廠換為瑞士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Ciprofloxacin  500mg/Tab 

商品名 Ciproxin 速博新膜衣錠 Ciflogen 喜伏菌膜衣錠 

適應症 對 ciprofloxacin 有感受性之細菌所引起之呼吸道感染、中耳

炎、竇炎、眼感染、腎臟及泌尿道感染(包括淋病)、腹部感染(包

括腹膜炎)、皮膚及軟組織感染、骨髓炎、關節感染、菌血症 

備註 原廠缺貨，進用其他廠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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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裝異動  

日期 107.07.10 變更項目 鋁箔包裝印字大小變更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ach gm contains: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1 mg 

Neomycin sulfate 2.5 mg  

Gramicidin 0.25 mg  

Nystatin 100,000 units 

商品名 Mycomb cream 美康乳膏 

適應症 濕疹、過敏性和發炎性皮膚病、續發性細菌或黴菌感染（念珠菌

感染） 

 

日期 107.07.25 變更項目 藥品瓶蓋顏色改變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Fluorometholone oph susp 0.1% 10mL/Bot 

商品名 Viscone 如視點眼液 

適應症 外眼部和前眼部之炎症性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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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防用藥疏失--混淆/形音相似藥品 

外觀相似 

圖片 

 
 
 
 
 
 
 
 
 
 

 

學名規格 Empagliflozin 12.5 mg 
Metformin 850 mg 

Linagliptin 2.5mg 
Metformin 850 mg 

中文商品名 恩美糖膜衣錠 糖倍平膜衣錠 

商品名 Jardiance Duo Trajenta du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