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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第四次藥委會-新刪藥公告 

一、進藥申請通過常備(共 15 項) (以商品名字首排序) 
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備註 

Atropine 

0.01% 

Atropine Sulphate 0.01% 

oph. sol'n 0.5ml/支  

散瞳、睫狀肌麻痺 新藥

申覆 

Azetin Azelastine 140mcg/dose  

Nasal spray 

過敏性鼻炎 新藥

申請 

Diphereline 

P.R. 3.75 

Triptorelin pamoate 

3.75mg/Vial  

攝護腺癌，子宮內膜異位症，術前縮減子宮肌瘤體

積之輔助治療，性早熟、女性不孕症之輔助治療 

新藥

申請 

Monovisc Hyaluronate sodium 

88mg/4ml/syringe 

為一單次使用之微交聯玻尿酸鈉鹽關節腔內注射

劑，可用於治療膝、踝關節退化性關節炎疼痛之症

狀治療；其作用主要是潤滑 

新藥

申請 

Nebilet  Nebivolol 5 mg/Tab 治療原發性高血壓 新藥

申覆 

Propess Dinoprostone 10mg 

Vaginal Delivery System 

適用於妊娠足月(懷孕滿 37週)時促進子宮頸成熟 新藥

申覆 

Remifentanil 

ALVOGEN 

powder 

Remifentanil 2mg/Vial 成人全身麻醉之誘導時，作為止痛劑 新藥

申覆 

Requip PD Requip PD 8mg/ 

Prolonged Release Tablet 

帕金森氏症 新藥

申請 

Ritalin LA 10 Methylphenidate 10mg / 

Cap 

治療注意力缺失過動症 (1) 6至 12歲之兒童。 (2)

在 13-17歲之青少年及 18-60歲之成人患者:限用於

兒童時期即已符合 ADHD(注意力缺失過動症)診

斷並曾以中樞神經興奮劑治療之病患。 

新藥

申覆 

Rizatan Rizatriptan tablet 5mg /Tab 成人及 6至 17歲兒童有先兆或無先兆偏頭痛發作

之急性緩解 

新藥

申覆 

Simbrinza eye 

droups 

brinzolamide/brimonidine 

tartrate 10mg/ml + 2mg/ml 

eye drops, suspension 

用於治療曾使用單方治療效果不佳隅角開放性青

光眼或高眼壓成人患者，以降低其眼內壓 

新藥

申請 

Sonazoid Perfluorobutane 

microbubbles 8ul/ml, 

powder and solvent for 

dispersion for injection 

超音波對比劑，使用於肝臟超音波以區別局部肝臟

病灶(focal liver l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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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備註 

Soolantra Ivermectin 10mg/30g 

Cream 

成人酒槽(丘疹膿皰皮疹)發炎病灶的局部治療 新藥

申請 

Takepron IV Lansoprazole 30mg/vial 無法投與口服藥物之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與急性

壓力性潰瘍病患 

新藥

申請 

Vimpat Lacosamide 10mg/ml 

solution for infusion 

1.十六歲以上有或無次發性全身發作的局部癲癇

發作患者的單一藥物治療。2.十六歲以上之(1)複雜

性局部癲癇發作與 (2)單純或複雜性局部發作之

合併有次發性全身發作癲癇患者之輔助治療。 

新藥

申請 

 

二、臨採通過常備(共 8 項) (以商品名字首排序) 

商品名 學名規格 廠商 

Acyclovir 400 Acyclovir(錠劑)400mg/Tab 信東 

Chemo young Chemo young sol'n 4mL/Bot 14Bot/Box 中天/裕利 

Decapeptyl Triptorelin 0.1mg/mL/Amp 輝凌/大昌華嘉 

Fuyou Griseofulvin 125mg/Tab 瑞士 

Gardasil (HPV) 

Vaccine 

Quadrivalent (L1 protein)HPV 默沙東/裕利 

Leuplin Depot 3M Leuprorelin acetate 3M 11.25mg/Syringe 武田/裕利 

Nephoxil Ferric citrate(降磷) 500mg/Cap 寶齡富錦 

Nevanac  0.1% Nepafenac 0.1% oph. susp. 5mL/Bot 愛爾康/裕利 

 
 

三、同意健保臨採品項(共 2 項) 

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備註 

Klaricid Clarithromycin 500mg/ inj 

【僅限感染科臨採使用】 
感染症：1.下呼吸道感染 2.上呼吸道感

染 3.皮膚及軟組織感染 4.由禽結核桿

菌或胸胞內分枝桿菌所引起之散發性或

局部分枝桿菌感染 

新藥

申請 

PROtopic Oint TACrolimus Oint 0.1% 5g/Tube 中度至重度異位性皮膚炎患者 院內

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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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過刪除品項(共 2 項) (日期以藥庫通知為凖) 

商品名 學名規格 適應症 廠商 

Nasacort AQ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16.5g/Bot 季節性及常年性過敏性鼻炎 賽諾菲 

NeXium ESoMePrazole 40mg/Vial(針劑) 無法口服之胃食道逆流,急性胃、十

二指腸出血,NSAID治療的胃潰瘍 

阿斯特捷利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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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藥品異動資訊 

(1) 臨時採購 

日期 108.04.26 

 

學名/規格 Phospholipid fraction 

240mg/Vial 

商品名 Curosurf  

凱適福氣管吸入懸液劑 

適應症 治療早產兒呼吸窘迫症候群 

備註 兒童醫院新生兒科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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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裝異動 

日期 108.04.10 變更項目 外瓶包裝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Lactulose syrup 300mL/Bot 

商品名 Lactul syrup 樂多糖漿 

適應症 患病期慢性便秘、門系肝腦病變、肝昏迷前期、肝昏迷 

 
日期 108.04.15 變更項目 外瓶包裝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Neostigmine 0.5mg/mL/Amp 

商品名 Neostigmine 甲硫酸新斯狄格明注射液 

適應症 消化液分泌機能減退、排尿困難、腸管麻痺、因肌無力、肌肉麻

痺、神經痛、肌肉萎縮等引起之各種運動障礙、綠內障、眼部肌

無力及瞳孔反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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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4.19 變更項目 鋁箔印刷增加條碼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Oxybutynin chloride E.R. 5 mg/Tab 

商品名 Oxbu E.R 歐舒緩釋錠 

適應症 治療伴有急尿、頻尿或急迫性尿失禁症狀的膀胱過動症 

 

日期 108.04.20 變更項目 鋁箔印刷顏色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Bisoprolol 1.25mg/Tab 

商品名 Concor 康肯 

適應症 穩定型慢性中度至重度心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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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4.22 變更項目 包裝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Glycopyrronium 50mcg/Cap 30Caps/Box 

商品名 Seebri 吸補力吸入膠囊 

適應症 慢性阻塞性肺疾之維持治療 

 

日期 108.04.22 變更項目 包裝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Indacaterol 110 mcg/glycopyrronium 50 mcg 30Caps/Box 

商品名 Ultibro Breezhaler 昂帝博吸入膠囊 

適應症 慢性阻塞性肺疾 (COPD; 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及肺氣腫 ) 之維持

治療。降低有惡化病史病人之 COPD 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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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4.23 變更項目 包裝方式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tanercept pre-filled 25 mg/Syringe 

商品名 Enbrel pre-filled 恩博 

適應症 關節炎，脊椎炎，乾癬 

 

日期 108.04.26 變更項目 塑膠瓶變更為軟袋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Taita No.1 500mL/Bot 

商品名 Taita No.1 台大一號注射液 

適應症 水份、電解質、養分補充、新生兒維持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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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8.04.30 變更項目 包裝排列方式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Rasagiline 1mg/Tab  

商品名 Rakinson 律莎錠 

適應症 原發性巴金森氏症 

 

日期 108.04.30 變更項目 鋁箔包裝增加條碼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Sulpiride 200 mg/Tab 

商品名 Sulpin 舒復寧膜衣錠 

適應症 精神病狀態、消化性潰瘍 

 



一 O 八年四月出版                                            第 280 期 

10 

 

 

日期 108.04.30 變更項目 品項劑量變更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ach gm contains : 
Triamcinolone 1 mg  
Neomycin 2.5 mg  
Gramicidin  0.25 mg 
6 g/Tube 

Each gm contains : 
Triamcinolone 1 mg  
Neomycin 2.5 mg  
Gramicidin  0.25 mg 
20g/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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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進用替代 Mycomb 5g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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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廠牌 

日期 108.04.10 變更項目 由麥迪森廠換為杏輝廠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Atropine EYE drops 0.3% 5mL/Bot 

商品名 Tropine Eye Drops 

雅托平眼藥水 

Atropine EYE drops 

"杏輝"阿托品眼藥水 

適應症 散瞳、睫狀肌麻痺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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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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tiracetam 500mg/5mL/Vial Flomoxef sodium 1g/Vial 

中文商品名 優閒濃縮輸注液 氟黴寧 

商品名 Keppra(針劑)500mg/5mL/Vial Flumarin for Inj. 1g/V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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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物安全警訊 
TFDA 安全警訊摘要與本院現況 

 1. Fluorouracil 及其相關成分藥品安全資訊  

2019/3/15 歐盟 EMA 發布含 Fluorouracil 及 fluorouracil 相關成分藥品

（capecitabine、tegafur、flucytosine）使用於體內缺乏 dihydropyrimidine 

dehydrogenase（DPD）酵素之病人，可能會導致 fluorouracil 血中濃度上升而增

加發生嚴重或危及生命副作用之風險。為此，EMA 將針對目前用於判別 DPD 缺

乏之基因檢測或相關檢測方法，用於偵測此類高風險病人的效益進行評估。 

1. 目前已知含 fluorouracil 或其相關成分藥品（capecitabine、tegafur、flucytosine）

使用於體內缺乏代謝 fluorouracil 之酵素 dihydropyrimidine dehydrogenase

（DPD）的病人，可能因無法代謝 fluorouracil 導致其血中濃度上升，而體內

累積高濃度的 fluorouracil，可能導致嚴重副作用，如：嗜中性白血球低下、

神經毒性、嚴重腹瀉和口腔炎等，故含 fluorouracil 或其相關成分藥品不應用

於 DPD 完全缺乏的病人。 

2. 目前 EMA 建議在用藥前進行 DPD 缺乏之基因檢測，但未強制規範用藥前全

面進行 DPD 缺乏之檢測。另鑑於近期有新的基因檢測和其他 DPD 檢測方法

相關資訊發表，EMA 將針對目前偵測 DPD 缺乏的相關檢測方式進行評估，

並考量是否修訂含 fluorouracil 或其相關成分藥品的使用建議，以保障病人用

藥安全。 

 醫療人員應注意事項   

1. 處方含 fluorouracil 或其相關成分藥品（capecitabine、tegafur、flucytosine）

予病人前，建議可先進行基因檢測了解病人是否為 DPD 酵素缺乏者，以降

低病人發生嚴重不良反應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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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密切注意使用含 fluorouracil 或其相關成分藥品的病人是否出現嚴重不良

反應的症狀或徵候，並提醒病人若出現不適症狀應儘速回診。 

 本院現況與民眾應注意事項   

1. 本院含有 Fluorouracil 及 fluorouracil 相關成分藥品： 

醫令代碼 商品名 學名 中文名 

IFLUORO3 5-Fu 1000mg/20mL/Vial Fluorouracil 1000mg/20mL/Vial 好復注射液 

TCAPECI Xeloda 500mg/Tab Capecitabine 500mg/Tab 截瘤達 

TTS-1 TS-1 20mg/Cap 
Tegafur 20 mg and Gimeracil 5.8 mg 
and Oteracil potassium 19.6 mg 

愛斯萬膠囊 

TUFT UFT(複方)Cap Tegafur 100 mg and Uracil 224 mg 優富多膠囊 

TFLUCYT Flusine 500mg/Tab Flucytosine 500mg/Tab 弗路欣錠 

2. 使用含 fluorouracil 或其相關成分藥品治療期間，若出現任何不適症狀，如：

嚴重腹瀉、口腔發炎等，應儘速回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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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