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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藥品異動資訊 

1. 臨時採購 

日期 109.04.13 

 

學名/規格 Carfilzomib  
30mg/Vial  

商品名 Kyprolis  
凱博斯凍晶注射劑 

適應症 Kyprolis 與 Dexamethasone 併用或與 Lenalidomide 以及

Dexamethasone 併用，治療之前曾用過 1 到 3 種療法之復發型

或頑固型多發性骨髓瘤病人 

備註 血腫科臨採 

須冷藏保存(2~8℃) 

易混淆品項 Kyprolis 60mg/Vial 凱博斯凍晶注射劑 

 

 

日期 109.04.23 

 

學名/規格 Canakinumab  
150 mg/Vial  

商品名 Ilaris  
易來力注射液 

適應症 慢性嬰兒神經學、皮膚、關節症候群 

備註 風濕免疫科臨採 

須冷藏保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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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04.27 

 

學名/規格 Risankizumab 
75mg/0.83mL/Syringe  

商品名 Skyrizi  
喜開悅 75mg 針筒裝注射劑 

適應症 適合接受全身性治療的中度至重度斑塊性乾癬成人病人 

備註 皮膚科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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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換廠牌  

日期 109.03.05 變更項目 專案進口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Fludrocortisone Acetate 0.1 mg/Tab 

商品名 Florinef  
富能錠 

Florinef   

適應症 愛迪生氏病,腎上腺增殖 

備註 原品項缺貨，改專案進口暫代 

 
 
日期 109.04.27 變更項目 由永信廠換為杏輝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Oxaliplatin 100mg/20mL/Vial 

商品名 Folep 
鉑瑞停注射液 

Orectalip 
杏瑞鉑靜脈注射液 

適應症 治療轉移性結腸直腸癌 

備註 原品項 Folep 缺貨，Orectalip 進用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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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9.04.18 變更項目 由美時廠換為科懋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Baclofen 10 mg/Tab 

商品名 Befon 
倍鬆錠 

Baclon 
貝隆芬錠 

適應症 限用於脊髓和大腦之疾病或損傷所引起之肌肉痙攣 

備註 原品項 Befon 缺貨，Baclon 進用暫代 

易混淆品項 Gablofen  20000mcg/20mL/Vial 
Gablofen  40000mcg/20mL/V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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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裝異動  

日期 109.04.07 變更項目 商品名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Triptorelin acetate 3.75mg/Vial 

商品名 Diphereline P.R.   
3.75 毫克達菲林長效注射劑 

適應症 攝護腺癌、子宮內膜異位症、性早熟、停經前早期乳癌 

易混淆品項 Diphereline P.R. 11.25mg/Vial 達菲林長效注射劑 

Decapeptyl 0.1mg/mL/Amp 弟凱得注射液 0.1毫克/毫升 

 
 
日期 109.05.08 變更項目 新增 QR Code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ethylhydroxypropylcellulose Eye Drops 10ml/Bot 

商品名 Artelac Eye Drops 愛特淚點眼液 

適應症 眼睛乾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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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藥物安全警訊 

TFDA 安全警訊摘要與本院現況 

1. Fosfomycin 藥品安全資訊 

2020/03/27 歐洲醫藥管理局(EMA)發布安全資訊，經評估 Fosfomycin 成分藥

品之有效性及安全性後，建議限縮該成分藥品之使用。 

1) Fosfomycin 成分抗生素藥品最早於 1960 年代上市，因有其他副作用更少

之抗生素，使其用量迅速下降。然而因其使用有限，Fosfomycin 對於許多

已對常用抗生素產生抗藥性之細菌仍具有活性，導致近年來在其他治療選

擇很少的病人中 Fosfomycin 的使用量增加。 

2) EMA 之人體用藥委員會(CHMP)根據最新現有證據評估 Fosfomycin 用於

感染症治療上之定位，建議限縮此成分藥品之使用，評估結論如下： 

(1) 含 Fosfomycin成分之靜脈輸注劑型藥品現在只應用於不適用其他抗

生素治療之特定嚴重感染，例如：影響心臟、肺部、血液及腦部的相關

感染，或難以治療之感染，例如：腹部、泌尿道或皮膚及軟組織之複雜

性感染疾病。 

(2) 含 Fosfomycin 成分之口服劑型藥品可繼續用於治療成年及青少年女

性之非複雜性膀胱炎。而含 Fosfomycin 成分之顆粒劑型(Granules)藥品

(含 Fosfomycin trometamol)亦可繼續用於男性接受前列腺切片處置時的

感染預防。EMA 已要求廠商提供進一步數據，以確認繼續使用含

Fosfomycin trometamol 及 Fosfomycin calcium 成分口服藥品之合理性。 

(3) 應暫停含 Fosfomycin 成分肌肉注射劑型及用於兒童（12 歲以下）的

口服顆粒劑型（2g）藥品之販售使用，因無明確證據顯示此類藥品用於

目前核可之適應症上具足夠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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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應謹慎使用含 Fosfomycin 成分之靜脈輸注劑型藥品用於感染症之治療。 

2) 含 Fosfomycin 成分之顆粒劑藥品不可用於未滿 12 歲之兒童。 

本院現況與民眾應注意事項   

1)本院含有 Fosfomycin 之藥品： 

藥品代碼 商品名 成份名 中文商品名 

IFOSFOM UFO Fosfomycin    2g/Vial 優福乾粉注射劑 

PFOSFOM Monurol Fosfomycin gr.  3g/pack 梅樂黴素顆粒劑 

2) 就醫時應主動告知醫療人員自身病史及是否併用其他藥品，醫師將進一

步評估您的用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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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szopiclone、Zaleplon、Zolpidem、Zopiclone 藥品安全資訊 

1) 因含 Eszopiclone、Zaleplon、Zolpidem 及 Zopiclone 成分藥品已知具有可

能發生複雜性睡眠行為（Complex sleep behaviors）而導致嚴重傷害或死亡

之不良反應，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含上述成分藥品禁止使用於曾使用該

類藥品後發生複雜性睡眠行為(如夢遊、夢駕、或在未完全清醒的情況下從

事其他活動)者。 

2) 本院現有品項： 

藥品代碼 商品名 成份名 中文商品名 

TZOLPI1 Stilnox CR Zolpidem Tartrate  6.25mg/Tab 使蒂諾斯長效錠 

TZOLPI2 Zodenox Zolpidem  10mg/Tab 悠眠膜衣錠 

TZOLPI3 Stilnox Zolpidem  10mg/Tab 使蒂諾斯 

TZOLPID2 SEMI-NAX Zolpidem  10mg/Tab 舒眠諾思膜衣錠 

TZOPICL1 Zolon Zopiclone  7.5mg/Tab 樂比克膜衣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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