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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藥品異動資訊 

1. 新進品項 

日期 111.12.14 

 

學名/規格 Avanafil 200mg/Tab 

商品名 Spedra 賽倍達錠 

適應症 治療成年男性勃起功能障礙。 

 

 

日期 111.12.16 

 

學名/規格 Buspirone  5mg/Tab 

商品名 Sepirone 怡必隆錠 

適應症 焦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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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採購  

日期 111.12.09 

 

學名/規格 Oxitriptan 100 mg/Cap 

商品名 5-HTP 100 mg/Cap 

５－羥基色氨酸膠囊 

適應症 治療ＢＨ４缺乏型苯酮尿症患者 

備註 兒童醫院小兒遺傳科臨採品項 

 

 

日期 111.12.26 

 

學名/規格 Each pack:  

Crystalline Glucosamine 

Sulphate 1884mg  

(Glucosamine Sulphate 

1500mg, Sodium Chloride 

384mg) 

商品名 Viartril-s powder 1500mg/Pack

維骨力加強型口服溶液用粉劑 

適應症 緩解退化性關節炎之疼痛。 

備註 社區暨家庭醫學部高齡醫學科臨採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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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1.04 

 

學名/規格 Each Extended-Release tab 

contains:  

Bupropion hydrochloride 90mg 

and Naltrexone hydrochloride 

8mg. 

商品名 Contrave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康纖芙持續性釋放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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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體重相關共病症，例如第二型糖尿病、血脂異常或已獲控制

之高血壓。 

備註 家醫科臨採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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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廠牌  

日期 111.12.08 變更項目 由亞培廠變華興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Clarithromycin 500mg/Tab 

商品名 Klaricid F.C. 500mg/Tab 

開羅理黴素膜衣錠 

Ulicin 500mg/Tab 

幽立息膜衣錠 

適應症 上下呼吸道有感受性細菌所引起之感染症，可與 omeprazole 併用

治療與幽門螺旋桿菌(H.Pylori)有關之十二指腸潰瘍。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日期 111.12.26 變更項目 由永信廠變安沛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Azathioprine 50mg/Tab 

商品名 Asazipam 

安思平膜衣錠 

Imuran 

移護寧 

適應症 腎臟移植手術防止排斥作用的輔助療法、全身性紅斑狼瘡、重度風

濕性關節炎、急慢性白血病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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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1.04 變更項目 由裕利廠變元宙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Benzydamine HCL 3 mg/mL 

商品名 Difflam forte anti-

inflammatory throat spray 

得伏寧加強消炎噴液劑 

Coserrin 

克炎寧加強消炎噴液劑 

適應症 舒解口腔及咽喉疼痛，包括下列疾病或症狀引起的疼痛：扁桃腺炎、

喉嚨痛、放射治療引起的黏膜炎、鵝口瘡潰瘍、口腔與牙周手術後

疼痛。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日期 112.01.12 變更項目 由永信廠變健喬信元

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Metformin HCl 500 mg/Tab 

商品名 Volv 500mg/Tab 

豪樂錠 

Ankomin 500mg/Tab 

美克糖膜衣錠 

適應症 糖尿病。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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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裝異動  

日期 111.12.14 變更項目 變更為排裝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Hydralazine 25mg/Tab 

商品名 Apolin 哈伯寧錠 

適應症 高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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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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onmelt 

(Amoxicillin/Clavulanate)複方 

Culin 500mg/Vial 

(Imipenem+Cilastatin) 

中文商品名 雙合黴素 庫寧靜脈乾粉注射劑 

商品名 Soonmelt 1.2g/Vial Culin 500mg/V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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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讀音相似 

圖片 

 

 

 

 

 

 

  

 

 

圖例位置 左 右 下 

學名規格 SiLyMarin  

150mg/Cap 

Biogen Tab(複方) Biogaia 錠劑 

30Tabs/Box 

中文商品名 保肝勇膠囊 保爾健錠 寶乖亞錠劑 

商品名 Bao-gan 150mg/Cap Biogen Tab(複方) Biogaia 錠劑

30Tabs/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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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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Terlipressin 成份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22/11/11歐洲醫藥管理局 (EMA) 發布使用含 terlipressin成分藥品於第一

型肝腎症候群 (type 1 hepatorenal syndrome，type 1 HRS) 病人，可能具發生嚴重

呼吸衰竭及敗血症風險之安全資訊，並建議醫療人員改以連續輸注之方式給藥，

及於仿單加刊相關警語。 

i. 我國目前核准含 terlipressin 成分藥品許可證共 4 張，其中文仿單於「用法

用量」段刊載「第一型肝腎症候群：每 24 小時，3 到 4 毫克 terlipressin 

acetate 分成 3 或 4 次注射」，並於「警告及注意事項」段刊載「為了避免

注射部位局部壞死，一定要靜脈注射。高血壓、已知有心臟病冠狀動脈功

能不全、腎功能不全、腦血管或周圍血管疾病、呼吸衰竭的病人治療時要

特別小心」，惟未提及避免用於晚期慢性肝病急性惡化與晚期腎衰竭之病

人、嚴重呼吸衰竭（可能致命）、敗血症風險，及建議連續輸注方式以降低

相關嚴重不良反應等安全性資訊。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i. 臨床研究中觀察到含 terlipressin 成分藥品用於治療第一型肝腎症候群時，

發生呼吸衰竭風險高於先前已知的風險程度；此外，敗血症亦為使用

terlipressin 於治療上述族群之風險。 

ii. 含 terlipressin 成分藥品應避免用於晚期腎功能不全（血清肌酸酐 SCr ≥ 442 

µmol/l (5.0 mg/dl)）、慢性肝衰竭急性惡化(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ACLF) 達第三級及/或末期肝病評分模型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MELD) 分數 ≥ 39 分之病人，除非其臨床效益大於風險，方可考慮使用

terlipressin 於上述族群。 

iii. 若病人有呼吸困難狀況，或自身呼吸相關疾病有惡化之情形時，在開始

使用 terlipressin 前應先穩定相關病情，並於 terlipressin 治療期間密切監

控。如果病人出現呼吸相關症狀，可考量降低白蛋白劑量；若症狀嚴重

或未有改善，應停用含 terlipressin 成分藥品。 

iv. 此外，應密切監測病人是否出現感染相關症狀。 

v. 建議可考慮以靜脈連續輸注方式取代快速靜脈注射 (bolus injection) 之方

式給藥，以降低發生嚴重不良反應的風險。 

本院現況與民眾應注意事項:   

i. 含 terlipressin 成分藥品用於治療第一型肝腎症候群治療時，可能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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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衰竭及敗血症等風險。 

ii. 若非必要，晚期腎衰竭及晚期慢性肝病急性惡化的病人，應避免使用含

terlipressin 成分藥品來治療第一型肝腎症候群。 

iii. 患有呼吸相關疾病的病人，在開始使用 terlipressin 前應接受治療以控制

病情。 

iv. 接受 terlipressin 治療前及治療期間，應接受醫療人員密切監測呼吸衰

竭、感染的徵兆及症狀，並視需要接受適當的治療。 

v. 若您對用藥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諮詢醫療人員。 

本院含 terlipressin 成份之藥品:   

藥品代碼 商品名 成份名 中文商品名 

IGLYPRE1 GLYPRESSIN Terlipressin acetate 1mg/8.5mL/Amp 可利新注射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