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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藥品異動資訊 

1. 新進品項 

日期 112.02.14 

 

學名/規格 Siltuximab 100mg/Vial 

商品名 Sylvant® Powder for 

Concentrate for Solution for 

Infusion 100mg 

薩溫珂凍晶注射劑 

適應症 適用於治療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陰性及人類皰疹病毒-

8(HHV-8)陰性的多發性 Castleman 氏病(Multicentric 

Castleman's Disease(MCD))患者。 

 

 

日期 112.02.18 

 

學名/規格 Liposome Amphotericin B 

50mg/Vial 

商品名 Ampholipad 50mg/Vial 

安畢黴微脂粒凍晶注射劑 

適應症 • 治療感染囊球菌腦膜炎的 HIV 患者 • 治療嚴重全身性及/ 

或深部黴菌感染 • 治療臟器的利時曼氏病。在免疫不全且患

有臟器的利時曼氏病之患者使用 Amphotericin B Liposome for 

Injection 治療，在初期寄生蟲清除後仍有高復發率。 • 對發

燒的重度嗜中性白血球缺乏症患者可能罹患黴菌感染症之經驗

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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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2.22 

 

學名/規格 Each Buccal Tablets:  

Milled Fentanyl Citrate 157 

mcg (equivalent to 100 mcg 

fentanyl base) 

商品名 Fentora buccal 100 mcg/Tab 

吩妥拉口頰錠 

適應症 Fentora 適用於 18 歲以上，對正在使用日夜連續型(around-

the-clock)鴉片類藥物來治療癌症相關的持續性疼痛有耐藥性的

癌症患者所發生的突發性疼痛(breakthrough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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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採購  

日期 112.01.19 

 

學名/規格 Almonertinib 55mg/Cap 42 顆/

盒 

商品名 Almonertinib 55mg/Cap 42 顆/

盒 

適應症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mutations (exon 19 deletions or the exon 21 

L858R mutation or with T790M mutation). 

備註 內科部胸腔科臨採品項 

 

 

日期 112.02.15 

 

學名/規格 30 doses/Box, each dose 

contains: Fluticasone Furoate 

184 mcg Umeclidinium 55 mcg 

Vilanterol 22 mcg. 

商品名 Trelegy Ellipta 184/55/22 mcg 

Inhalation Powder 

肺樂喜易利達 184/55/22 mcg 

乾粉吸入劑 

適應症 適用於併用吸入性長效型β2-腎上腺受體作用劑和吸入性皮質

類固醇治療氣喘仍控制不佳的成年病人，做為氣喘維持治療 

備註 內科部胸腔科臨採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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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廠牌  

日期 112.01.16 變更項目 武昌貿易變愛爾康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ach mL contains: 

Methylhydroxypropylcellulose

 (HPMC) 3.2 mg, Sorbitol 45 

mg, Cetrimide 0.1 mg. 

Each ml contains: 

Duasorb 4.0mg    

(含 Hypromellose  3.0mg, 

Dextran 70 1.0mg) 

商品名 Artelac Eye Drops  

愛特淚點眼液 

Tears Naturale  

淚然點眼液 

適應症 暫時緩解因眼睛乾澀所引起灼

熱感與刺激感。 

暫時緩解因眼睛乾澀所引起灼熱

感與刺激感。 

備註 原品項缺藥暫代。 

 

日期 112.01.16 變更項目 由應元廠變為元宙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Bethanechol 25mg/Tab 

商品名 Wecoli  

胃可麗錠 

Mesacol  

舒閉解錠 

適應症 術後、產後非阻塞性尿儲留，神經性膀胱緊張力減低及尿儲留。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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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1.17 變更項目 由台灣優時比廠變專

案進口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Lacosamide 200mg/20mL/Vial 

商品名 Vimpat  

維帕特輸液溶液 

Vimpat  

適應症 1.四歲以上有或無次發性全身發作的局部癲癇發作病人的單一藥

物治療。 2.四歲以上之(1)複雜性局部癲癇發作(complex partial 

seizure)與 (2)單純或複雜性局部發作之合併有次發性全身發作

(simple or complex partial seizure with secondary generalization)

癲癇病人之輔助治療(add-on therapy)。 

備註 原品項缺貨，專案進口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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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1.18 變更項目 由應元廠變為成大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Silymarin 150 mg/Cap 

商品名 Silima  

信美寧膠囊 

Bao-gan  

保肝勇膠囊 

適應症 慢性肝病、肝硬變、及脂肪肝之佐藥。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日期 112.02.03 變更項目 由輝瑞廠變專案進口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Ketamine 500 mg/10 ml/Vial (50 mg/ml) 

商品名 Ketalar  

克太拉注射劑 

Ketamin-hameln  

適應症 麻醉劑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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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2.03 變更項目 由優生廠變亞培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Verapamil HCL  40mg/Tab 

商品名 Isomil  

依索蜜糖衣錠 

Isoptin  

伊抒婷膜衣錠 

適應症 狹心症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日期 112.02.06 變更項目 同廠不同成分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Each tab contains:  

Loratadine 5 mg and 

Pseudoephedrine sulfate 120 

mg. 

Each tab contains:  

Triprolidine HCL 2.5mg and 

Pseudoephedrine HCL 60mg. 

商品名 Minlife-P  

特敏福持續性藥效錠 

Peace  

鼻福錠 

適應症 緩解過敏性鼻炎及感冒的相關

症狀，如鼻塞、打噴嚏、流鼻

水、搔癢及流眼淚。 

季節性、過敏性鼻炎及血管運動

性鼻炎所伴生打噴嚏、鼻塞、流

鼻水之緩解。 

備註 原品項缺藥，進用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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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2.07 變更項目 由輝瑞廠變為南光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AZITHROMYCIN 250mg/Tab 

商品名 ZITHROMAX  

日舒錠 

Zirocin  

美妥欣膜衣錠 

適應症 革蘭氏陽性、陰性及厭氧菌引起之下呼吸道感染(支氣管炎及肺

炎)、皮膚及軟組織感染、中耳炎、上呼吸道感染和性傳染病。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日期 112.02.10 變更項目 由永豐廠變安星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Glucose 5% in 0.33% NaCl, 500mL/Bot 

商品名 Dextrose 5% and Sodium 

chloride 0.33% injection 

"Y.F." 

"永豐"葡萄糖５％食鹽水０．

３３％注射液 

Dextrose and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ASTAR" 

"安星"塩水含糖注射液 

適應症 一般水份不足症、血壓之回復調整、低氯性鹼中毒。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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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2.14 變更項目 寶齡富錦廠變正和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Potassium  gluconate  595mg/Tab 

商品名 Radi-K  

鉀順錠 

K-Supply  

益鉀錠 

適應症 血鉀過低症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日期 112.02.20 變更項目 台灣協和麒麟變專案

進口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Asparaginase 10000ku/Vial Asparaginase 10000IU/Vial 

商品名 Leunase  

樂拿舒注射液 

Oncoginase  

適應症 急性白血病（包括由慢性白血病轉變成急性者）惡性淋巴腫。 

備註 原品項缺貨，進用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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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2.22 變更項目 由默沙東廠變為華德

醫材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Rocuronium 50mg/5mL/Vial Rocuronium 50mg/5mL/Vial 

商品名 Esmeron  

安心麻儂注射劑 

Rocuronium Kabi 10mg/ml 

solution for Injection/infusion 

"卡比"羅庫諾林注射液 10 毫克/

毫升 

適應症 全身麻醉的輔佐藥，以幫助支氣管內插管、提供手術需快速麻醉

誘導時骨骼肌肉鬆弛狀態，加護病房中須插管及使用人工呼吸器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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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2.27 變更項目 中外製藥廠變專案進

口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Tocilizumab 80 mg/4 mL/Vial 

商品名 Actemra 80mg/4mL/Vial 

安挺樂靜脈點滴注射劑 

(日文請見上圖) 

適應症 1. 類風濕性關節炎(RA) ：合併 methotrexate (MTX)用於治療成

年人中度至重度類風濕性關節炎，曾使用一種或一種以上之

DMARD 藥物治療或腫瘤壞死因子拮抗劑(TNF antagonist)治療而

反應不佳或無法耐受的病人。在這些病人中，若病人對 MTX 無

法耐受或不適合繼續投與 MTX，可給予本品單獨治療。當與

MTX 合併使用時，經 X 光量測，可減緩關節傷害惡化速度，此

外，經 HAQ-DI 量表評估，可改善生理功能。 2. 類風濕性關節

炎(RA) –未曾使用 MTX 治療的 RA： 合併 methotrexate 

(MTX)適用於治療先前未曾使用 MTX 治療的重度、活動性、進

行性類風濕性關節炎成人病人。在這些病人中，若病人對 MTX

無法耐受或不適合繼續投與 MTX，可給予本品單獨治療。當與

MTX 合併使用時，經 X 光量測，可減緩關節傷害惡化速度。 3. 

多關節性幼年型原發性關節炎(PJIA)：與 methotrexate (MTX)併

用，適用於治療 2 歲以上的活動性多關節性幼年型原發性關節

炎，且對 MTX 治療反應不佳者。對於無法耐受或不適合繼續

MTX 治療的病人，可單獨使用本品。 4. 全身性幼年型原發性關

節炎(SJIA)：適用於治療 2 歲以上的活動性全身性幼年型原發性

關節炎病人，且對 NSAID 及類固醇治療反應不佳或無法耐受

者。 5. 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CRS)：適用於治療嵌合抗原受體

(CAR) T 細胞誘發之重度或危及生命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的成人

及 2 歲以上兒童病人。 

備註 原品項缺藥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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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2.02.27 變更項目 中外製藥廠變專案進

口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Tocilizumab 200 mg/10 mL/Vial 

商品名 Actemra 200mg/10mL/Vial 

安挺樂靜脈點滴注射劑 

(日文請見上圖) 

適應症 1. 類風濕性關節炎(RA) ：合併 methotrexate (MTX)用於治療成

年人中度至重度類風濕性關節炎，曾使用一種或一種以上之

DMARD 藥物治療或腫瘤壞死因子拮抗劑(TNF antagonist)治療而

反應不佳或無法耐受的病人。在這些病人中，若病人對 MTX 無

法耐受或不適合繼續投與 MTX，可給予本品單獨治療。當與

MTX 合併使用時，經 X 光量測，可減緩關節傷害惡化速度，此

外，經 HAQ-DI 量表評估，可改善生理功能。 2. 類風濕性關節

炎(RA) –未曾使用 MTX 治療的 RA： 合併 methotrexate 

(MTX)適用於治療先前未曾使用 MTX 治療的重度、活動性、進

行性類風濕性關節炎成人病人。在這些病人中，若病人對 MTX

無法耐受或不適合繼續投與 MTX，可給予本品單獨治療。當與

MTX 合併使用時，經 X 光量測，可減緩關節傷害惡化速度。 3. 

多關節性幼年型原發性關節炎(PJIA)：與 methotrexate (MTX)併

用，適用於治療 2 歲以上的活動性多關節性幼年型原發性關節

炎，且對 MTX 治療反應不佳者。對於無法耐受或不適合繼續

MTX 治療的病人，可單獨使用本品。 4. 全身性幼年型原發性關

節炎(SJIA)：適用於治療 2 歲以上的活動性全身性幼年型原發性

關節炎病人，且對 NSAID 及類固醇治療反應不佳或無法耐受

者。 5. 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CRS)：適用於治療嵌合抗原受體

(CAR) T 細胞誘發之重度或危及生命細胞激素釋放症候群的成人

及 2 歲以上兒童病人。 

備註 原品項缺藥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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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裝異動 

日期 112.02.21 變更項目 盒裝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Diazoxide oral suspension 50 mg/ml 30 ml/BT 

商品名 Proglycem oral susp. 50mg/mL 30mL/Bot 

適應症 罕見胰島素過度分泌低血糖疾病 

 

 

日期 112.02.21 變更項目 標籤變更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Cisatracurium 10 mg/5 ml/Amp 

商品名 Cisatracurium-hameln 10mg/5mL/Amp 

適應症 手術全身麻醉劑之輔助劑或加護病房使用，用以鬆弛骨骼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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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防用藥疏失-混淆/形音相似藥 

1. 外觀、名稱相似 

圖片 

 

 

 

 

 

 

  

學名規格 Rocuronium Kabi 100 mg/ 

10 mL/Vial 

Rocuronium Kabi 50 mg/ 

5 mL/Vial 

中文商品名 羅庫諾林注射液 羅庫諾林注射液 

商品名 Rocuronium 100mg/10mL/Vial Rocuronium 50mg/5mL/V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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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觀相似 

圖片 

 

 

 

 

 

 

 

學名規格 Liposomal Amphotericin B 

50mg/Vial 

Liposome Amphotericin B 

50mg/Vial 永信 

中文商品名 脂黴素微脂粒乾粉注射劑 安畢黴微脂粒凍晶注射劑 

商品名 AmBisome 50mg/Vial Ampholipad 50mg/V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