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O 七年五月出版                                            第 268 期 

0 

 

 

 藥 劑 快 訊  
本期目次 

1. 藥品異動資訊 (P1) 

(1) 新進品項 

(2) 臨時採購 

(3) 更換廠牌 

(4) 包裝異動 

 

2. 預防用藥疏失--易混淆/形音相似藥品 (P6) 

(1) 同廠牌，不同成分/劑量 

(2) 不同廠牌，外觀相似 

 

3. 藥物安全警訊 (P7) 

(1) Acetaminophe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 

(2) 本院相關藥品清單/注意事項

發行人：周德陽 

總編輯：謝右文 

編輯群：藥劑部 

地 址：台中巿育德路 2 號 

電 話：(04)22052121-3154 



一 O 七年五月出版                                            第 268 期 

1 

 

 

1. 藥品異動資訊 

(1) 新進品項  

日期 107.04.30 

 

學名/規格 Lurasidone HCL 40mg/Tab 

商品名 Latuda 樂途達錠 

適應症 1.思覺失調症 LATUDA 用於治療成人和青少年(13 至 17 歲)的

思覺失調症。2. 第一型雙極性疾患之鬱症發作 

常用劑量 起始劑量為每日40毫克，一天一次。起始劑量不需調整

(titration)。劑量範圍:每日40毫克至160毫克。建議最大劑量為

每日160毫克。 

備註 105 年第四次藥委會進用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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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臨時採購    

日期 107.04.24 

 

學名/規格 Mesalazine GASTRO-resistant 

800mg/Tab 

商品名 ASACOL 阿腸克錠 

適應症 治療潰瘍性結腸炎及其持續治療以防止復發 

備註 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臨採 

易混淆品項 Mesalazine 500 mg/Tab 頗得斯安持續錠 

Mesalazine 1000mg/supp 頗得斯安栓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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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換廠牌  

日期 107.04.16 變更項目 由健喬信元廠換為優良廠 

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Verapamil(針劑)  5mg/2mL/Amp 

商品名 U-sodin 優賜定注射液 

適應症 陣發性上室性心搏過速、對於心房撲動、心房纖維顫動情況時、

快速心室心搏之暫時性控制 

備註 因原製造廠暫停生產，進用替代 

易混淆品項 Isomil S.C. 40mg/Tab 依索蜜糖衣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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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裝異動   

日期 107.04.16 變更項目 增加紙盒包裝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Cyanocobalamin (VIT B12) 0.02% 5mL/Bot 

商品名 散克巴點眼液 

適應症 眼睛疲勞 

 
 

日期 107.04.25 變更項目 膠囊顏色改變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Dabigatran 110mg/Cap 

商品名 普栓達膠囊 

適應症 預防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發生中風與全身性栓塞。 

易混淆品項 Pradaxa 150mg/Cap 普栓達膠囊 150 毫克 

Pradaxa 75mg/Cap 普栓達膠囊 75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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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7.04.26 變更項目 外包裝及膠囊外觀改變 

新舊對照 舊 新 

圖片 

 
 
 
 
 
   

學名規格 Fluconazole 50 mg/Cap  

商品名 Diflucan 泰復肯膠囊 

適應症 念珠球菌局部或全身感染、囊珠菌感染、預防後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病人的黴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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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防用藥疏失--混淆/形音相似藥品 

同廠牌，不同成分/劑量 

圖片(範例) 

 

學名規格 Akurit-4 150/75/400/275mg/Tab Akurit-3 150/75/275mg/Tab 

中文商品名 立剋核-4 膜衣錠 立剋核膜衣錠 

商品名 Akurit-4 Akurit-3 

 

不同廠牌，外觀相似 

圖片(範例) 

 

學名規格 Nevirapine XR 400 mg/Tab Trajenta duo 2.5/850 mg/Tab 

中文商品名 衛滋持續性藥效錠 糖倍平膜衣錠 

商品名 VIRAMUNE XR Trajenta 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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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藥物安全警訊 
TFDA 安全警訊摘要與本院現況  

 1. Acetaminophe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  

2018/02/19 歐盟 EMA 發布，由於目前尚無適當之治療方法來處理含

acetaminophen（paracetamol）成分緩釋劑型藥品過量之情況，將暫停該類藥品

販售許可。 

1. 歐盟 EMA 評估後認為，含 acetaminophen（paracetamol）成分緩釋劑型藥品

之藥物動力學與速效劑型（immediate-release）不同，目前治療速效劑型過

量之方法並不適用於治療緩釋劑型過量，且許多 acetaminophen 過量的案

例，並無法判斷導致過量之劑型。 

2. 因目前尚未能有效管控含 acetaminophen（paracetamol）成分緩釋劑型藥品

過量之風險，EMA 將暫停該類藥品之販售許可，直到藥商提出可有效降低該

類藥品過量風險之管控措施。 

3. 另含 acetaminophen（paracetamol）成分速效劑型藥品並未受此次決議影響，

仍可繼續使用。 

 本院相關藥品清單/注意事項   

1. 本院現無同類成分之藥品 

2. 醫療人員應注意事項： 

(1) 醫師處方或藥師交付含 acetaminophen 成分藥品時，應提醒病人應遵照醫

囑使用，且應避免併服含酒精性飲料，並詢問病人是否有使用其他可能含

該成分之藥品，以避免病人因重複用藥或劑量過高而發生肝損傷之情形。 

(2) Acetaminophen 過量最嚴重之不良反應為致命性之肝臟壞死，亦可能發生

腎小管壞死，低血糖昏迷以及凝血異常之不良反應。用藥過量之肝毒性早

期症狀可能包括：噁心，嘔吐，出汗和全身不適。肝毒性的臨床及實驗室

證據可能要等到攝入後 48 至 72 小時才明顯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