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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藥品異動資訊 

1. 臨時採購 

日期 110.02.23 

 

學名/規格 Doravirine 100mg, Lamivudine 

300mg, and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300mg/ tab 

商品名 Delstrigo Tab 

達滋克膜衣錠 

適應症 DELSTRIGO 為一完整治療配方，適用於治療下列感染第一型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 (HIV-1) 的成年病人：(1)未接受過抗反轉錄病

毒療法。(2)正穩定接受抗反轉錄病毒療法、已達病毒學抑制狀態 

(HIV-1 RNA < 50 copies/mL)、未有治療失敗病史，且不具已知

與 DELSTRIGO 中任一各別成分抗藥性相關的突變。 

備註 感染科臨採藥品 

 

 

日期 110.02.24 

 

學名/規格 Nimotuzumab 50mg/ Vial 

商品名 TheraCIM  

適應症 Nasopharyngeal and head and neck cancer; relapsed high-grade 

gliom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備註 血液腫瘤科臨採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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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2.24 

 

學名/規格 Copanlisib 60mg/Vial 

商品名 Aliqopa  

安列庫帕凍晶靜脈注射劑 

適應症 治療曾接受至少兩次全身性治療的復發性濾泡淋巴瘤(FL)成人

病人。 

備註 血液腫瘤科臨採藥品 

 

 

日期 110.03.08 

 

學名/規格 Damoctocog alfa pegol 500 

IU/2.5 ML/Vial 

商品名 Jivi 500 IU/Vial 

傑威長效第八因子注射劑 

適應症 用於 12 歲(含)以上曾接受治療的 A 型血友病病人的下列狀況： 

— 治療及控制出血事件。 — 手術前中後之出血處置。 — 作

為例行預防，以降低病人之出血事件發生率。 

備註 小兒血液腫瘤科臨採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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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3.08 

 

學名/規格 Damoctocog alfa pegol 1000 

IU/2.5 ML/Vial  

商品名 Jivi 1000 IU/Vial 

傑威長效第八因子注射劑 

適應症 用於 12 歲(含)以上曾接受治療的 A 型血友病病人的下列狀況： 

— 治療及控制出血事件。 — 手術前中後之出血處置。 — 作

為例行預防，以降低病人之出血事件發生率。 

備註 小兒血液腫瘤科臨採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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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換廠牌 

日期 110.02.01 變更項目 由景德廠轉為健喬信元

廠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DoxaZosin 2mg/Tab 

商品名 Kinxaben tablets 

心血平錠 

Doxter tablets 

立安錠 2 毫克 

適應症 高血壓、良性前列腺肥大。 

備註 取代原 KinX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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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裝異動  

日期 110.02.25 變更項目 片裝印刷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Pramipexole 0.25 mg/Tab  

商品名 Mirapex 樂伯克錠 

適應症 治療自發性巴金森氏症的徵候及症狀、治療原發性腿部躁動症

(PRIMARY RESTLESS LEGS SYNDROME)的症狀。 

 

 

日期 110.02.25 變更項目 外盒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Granisetron 1mg/Tab 

商品名 Setron F.C. Tablets 賜安特膜衣錠 

適應症 預防及治療抗腫瘤化學療法與抗腫瘤放射線療法引起的噁心、嘔

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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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03.10 變更項目 片裝大小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Tofacitinib 5mg/Tab 

商品名 XELJANZ Film-Coated Tablets 捷抑炎膜衣錠 

適應症 1. 類風濕性關節炎：XELJANZ 適用於治療患有中至重度活動性

類風濕性關節炎且對 methotrexate 無法產生適當治療反應或無法

耐受 methotrexate 之成人病人。本品可用於單一療法或與

methotrexate 或其他非生物性的疾病緩解型抗風濕藥物 

(DMARDs) 合併使用。 使用限制：不建議 XELJANZ 與生物性

的疾病緩解型抗風濕藥物 (DMARDs)，或與強效免疫抑制劑（如

azathioprine 與 cyclosporine）合併使用。 2. 乾癬性關節炎：

XELJANZ 與非生物性的疾病緩解型抗風濕藥物 (DMARDs) 合

併使用，適用於治療患有活動性乾癬性關節炎且對 methotrexate

或其他疾病緩解型抗風濕性藥物 (DMARDs) 無法產生適當治療

反應或無法耐受之成人病人。 使用限制：不建議 XELJANZ 與

生物性的疾病緩解型抗風濕藥物 (DMARDs)，或與強效免疫抑制

劑（如 azathioprine 與 cyclosporine）合併使用。 3. 潰瘍性結腸

炎：XELJANZ 適用於治療對類固醇、azathioprine、6-

mercaptopurine (6-MP) 或 TNF 抑制劑療法失敗或無法耐受之中

度至重度活動性潰瘍性結腸炎成人病人。 使用限制：不建議

XELJANZ 與治療潰瘍性結腸炎之生物性療法或與強效免疫抑制

劑（如 azathioprine 與 cyclosporine）合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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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防用藥疏失-混淆/形音相似藥 

1. 相同成分，不同劑量。 

圖片 

 

 

 

 

 

 

  

學名規格 EvErOliMus 0.25mg/Tab everolimus 0.5mg/Tab 

中文商品名 [藍]卓定康錠 [紅]卓定康錠 

商品名 Certican 0.25mg/Tab certican 0.5mg/Tab 

 

 

圖片 

  

學名規格 Everolimus 2.5mg/Tab Everolimus 5mg/Tab  

中文商品名 愛服妥錠 癌伏妥 

商品名 VOTUBIA 2.5mg/Tab Afinitor 5mg/T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