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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藥品異動資訊 

1. 臨時採購 

日期 110.10.15 

 

學名/規格 Liraglutide 6mg/mL 3mL/Pen 

商品名 Saxenda 善纖達 

適應症 用於體重控制，做為低熱量飲食及增加體能活動外之輔助療法，

適用對象為成人病人且初始身體質量指數  (BMI) 為  • ≥30 

kg/m² ，或 • ≥27 kg/m²至<30 kg/m²，且病人至少有一項體重相

關共病，例如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壓或血脂異常。 以每天 3.0 mg

治療 12 週後，若病人初始體重並未減輕至少 5%，應停止善纖達

治療。 

 

 

日期 110.10.19 

 

學名/規格 Each tab contains: 

sofosbuvir 400mg, velpatasvir 

100mg, voxilaprevir 100mg. 

商品名 Vosevi 沃士維膜衣錠 

適應症 未併有肝硬化或併有代償性肝硬化(Child-Pugh A 級)的成人慢性

C 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症，並且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基因型

1、2、3、4、5 或 6,且曾經接受含 NS5A 抑制劑之 HCV 療程。 

2.基因型 1a 或 3，且曾經接受含 sofosbuvir 但無 NS5A 抑制劑之

HCV 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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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裝異動  

日期 110.10.14 變更項目 外盒印刷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PG-Epoetin beta 100mcg/0.3mL/Syringe 

商品名 Mircera 美血樂針筒裝注射劑 

適應症 治療慢性腎病所引起的症狀性貧血。Mircera尚未核准於治療因癌

症化學療法引起的貧血。 

 

 

日期 110.10.15 變更項目 外瓶及刻痕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ach tab contains: 

Tramadol 37.5 mg  +  Acetaminophen 325 mg. 

商品名 Ultracet 及通安錠 

適應症 使用非鴉片類止痛劑無效的中度至嚴重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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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10.26 變更項目 排裝印刷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Hydroxychloroquine sulfate 200 mg/Tab 

商品名 Plaquenil 必賴克廔膜衣錠 

適應症 圓盤狀及全身性紅斑性狼瘡、慢性多形日光疹、慢性風濕性關節炎、

鐮狀瘧原蟲和間日瘧原蟲引起之瘧疾。 

 

 

日期 110.11.03 變更項目 排裝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oxiFLOxacin 400mg/Tab 

商品名 Avelox 威洛速錠 

適應症 用於治療成人（十八歲以上）感受性細菌引起的感染症，包括：

上呼吸道及下呼吸道感染（急性鼻竇炎、慢性支氣管炎的急性惡

化、社區性肺炎），皮膚和軟組織的感染，複雜腹腔內感染(包括

多種細菌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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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11.03 變更項目 外盒印刷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Pneumococcal 13-valent conjugate vaccine 0.5 ml/Syringe 

商品名 Prevenar 沛兒肺炎鏈球菌十三價疫苗 

適應症 可用於出生 2 個月至 17 歲嬰兒及兒童與青少年的主動免疫接種，

以預防血清型 1, 3, 4, 5, 6A, 6B, 7F, 9V, 14, 18C, 19A, 19F 及 23F

肺炎鏈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侵入性疾病。 沛兒

肺炎鏈球菌十三價結合型疫苗也可用於預防 2 歲以下嬰幼兒血清

型 4, 6B, 9V, 14, 18C, 19F 及 23F 肺炎鏈球菌引起的中耳炎。 本

疫苗可用於 18 歲(含)以上之成人與老年人的主動免疫接種，以預

防血清型 1, 3, 4, 5, 6A, 6B, 7F, 9V, 14, 18C, 19A, 19F 及 23F 肺炎

鏈球菌引起的侵入性疾病和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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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11.08 變更項目 安瓶標籤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irabegron 50mg/Tab 

商品名 Betmiga 貝坦利持續性藥效錠 

適應症 單一治療：治療伴有急尿、頻尿和/或急迫性尿失禁症狀的膀胱過

動症。 與蕈毒鹼性拮抗劑併用：與蕈毒鹼性拮抗劑 solifenacin 

succinate 併用可用於治療伴有急尿、頻尿和/或急迫性尿失禁症狀

的膀胱過動症。 

 

 

日期 110.11.09 變更項目 安瓶標籤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tomidate 20mg/10mL/Amp 

商品名 Etomidate-Lipuro 安得力多 

適應症 靜脈注射麻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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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防用藥疏失-混淆/形音相似藥 

1. 外觀相近。 

圖片 

 

 

 

 

 

 

  

學名規格 Ultracet Tab (複方) Febuxostat. F.C. 80mg/Tab 

中文商品名 及通安錠 福避痛膜衣錠 

商品名 Ultracet Tab (複方) Feburic F.C. 80mg/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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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藥物安全警訊 

1. TFDA 安全警訊摘要與本院現況 

(1) Phytomenadione 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我國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接獲數例疑似靜脈輸注 phytomenadione 成分注

射劑型藥品，導致嚴重過敏性反應 (anaphylaxis) 之不良反應通報案例。 

i. 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接獲數例於靜脈輸注 phytomenadione 期間或

輸注完成後，發生嚴重過敏性反應（含過敏性休克）之不良反應通報，包

含死亡與危及生命案例。 

ii. 有文獻指出，phytomenadione 成分及其助溶劑 polysorbate 80 (tween 80) 成

分皆可能為導致過敏性反應的因素。此類藥品需稀釋給藥以避免快速輸注，

但仍可能會發生上述不良反應，並可能於初次使用或再次投予時發生。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i. 曾有靜脈輸注含 phytomenadione 成分注射劑型藥品，發生嚴重過敏性反

應的案例，並可能造成危及生命或導致死亡之後果。於輸注該藥品期間

及輸注完成後，應密切監測病人是否出現相關症狀及徵兆，並備妥相關

急救設備及藥品以備不時之需。若發生過敏性反應請立即停藥，並予以

適當醫療處置。 

ii. Phytomenadione 成分與所含助溶劑 polysorbate-80 成分均可能為導致過敏

性反應之因素。用藥前應詢問病人是否有相關藥品過敏史。 

本院現況與民眾應注意事項:   

i. 本院含有 Phytomenadione 成分之藥品： 

藥品代碼 商品名 成份名 中文商品名 

IVIT-K1 Katimin 1 Vit K1(Phytomenadione) 10mg/1ml/Amp 嘉體民 注射液 

ii. 曾有使用含 phytomenadione (vitamin K1) 成分注射劑型藥品後發生嚴重過

敏性反應之通報案例。若您有任何相關藥品過敏史，請務必於開始藥品治

療前，主動告知醫療人員。 

iii. 若您於輸注 phytomenadione (vitamin K1) 成分藥品期間或輸注完畢後出現

任何不適，如皮膚紅疹或發癢、潮紅、嘴唇或舌頭腫脹、腹痛、心跳加快、

喉嚨緊縮感、呼吸急促等，請立即告知醫療人員或尋求醫療協助。 

iv. 若您對用藥有任何的疑問或疑慮，請諮詢醫療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