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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處方集由藥劑科全體同仁共同協

力編輯，編排方式依藥理分類以便查尋，

並依字母次序編有索引。由於本院藥品

更換頗為頻繁，要隨時更新紙本處方集

有實際上的困難，請各位同仁隨時參考

電腦上電子版之電子處方集並隨時注意

藥局發出之新進用、停用或滯銷藥品通

知，在本院內部網路上亦可查看，如有

任何疑問可隨時電話向藥局查詢。編輯、

校正如有疏漏之處，尚請與藥劑科連

繫！ 

 

藥劑科全體同仁 

TEL：2126、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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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azepril ································· 417 

HCL 10 mg/Amlodipine besylate ····· 417 

5 mg········································ 417 

Captopril ·································· 417 

Fosinopril ································· 418 

Perindopril ································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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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ipril ··································· 419 

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Antagonists ·················· 420 

Candesartan ······························· 420 

Losartan Potassium ······················ 421 

Losartan Potassium ······················ 422 

Valsartan ·································· 422 

Valsartan 80 mg/ Amlodipine Besylate 5 

mg ·········································· 423 

Antihyperlipidemic Agents ················ 423 
HMG-CoA Reductase Inhibitors ·························· 423 

Atorvastatin ······························· 424 

Fluvastatin ································ 424 

Lovastatin ································· 425 

Pitavastatin································ 425 

Pravastatin Sodium ······················ 426 

Simvastatin ······························· 426 

Ezetimibe 10 mg/ Simvastatin 20 mg · 427 

Rosuvastatin ······························ 428 

Fibric Acid Derivatives ······································· 428 

Fenofibrate ································ 428 

Fenofibrate 160mg/ Pravastatin ······· 429 

Dermatological Agents ···················· 429 
Acne Preparations ············································ 429 

Adapalene ································· 430 

Clindamycin ······························ 430 

Anti-Hemorrhoid Agents ····································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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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g········································ 431 

Lidocaine ·································· 432 

Acetate 2.75 mg/gm, Aluminium ······ 432 

180 mg/gm ································ 432 

Anti-Infective Agents ········································· 432 

Bifonazole ································ 432 

Naftifine Hydrochloride ················ 433 

Ketoconazole ····························· 433 

) ············································· 434 

Butenafine HCl ··························· 434 

Anti-Pruritus ···················································· 435 

Doxepin HCl ····························· 435 

Antiseptics and Germicides ································ 435 

Povidone-iodine ·························· 436 

Acrinol ···································· 436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 436 

Hydrogen Peroxide ······················ 437 

Povidone-Iodine, Alcohol 95% ········ 438 

Povidone Iodine Solution 10% ········ 438 

Povidone-iodine ·························· 439 

Povidone Iodine Surgical Scrub ······· 439 

Atopic Dermatitis ·············································· 440 

Tacrolimus ································ 440 

Burn Preparations ············································ 441 

Sulfadiazine Silver·······················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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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icosteroids ················································ 441 

Clobetasol Propionate ··················· 441 

Dexamethasone ·························· 442 

100000U/Neomycin 

2.5mg/Triamcinolone 1mg/Gramicidin 

0.25mg ···································· 442 

Valerate ··································· 443 

Betamethasone ··························· 444 

Dipropionate ······························ 444 

Fluocinonide ······························ 444 

Neomycin 3.5 mg/Triamcinolone 1 mg

 ·············································· 445 

Gynecologic Preparations ·································· 445 

Clotrimazole ······························ 445 

Estradiol ··································· 446 

17-β-Cypionate ··························· 446 

Nystatin ··································· 446 

Vaginal Tablets ··························· 446 

Estrogen ··································· 447 

Sertaconazole Nitrate···················· 448 

Keratolytic Agnets ············································ 448 

Salicylic Acid ····························· 448 

Hydrocortisone ··························· 449 

Local Anesthetics ············································· 450 

Lidocaine ··································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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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ocaine ·································· 450 

Lidocaine 25 mg/Prilocaine 25 mg ···· 451 

Lidocaine ·································· 452 

NSAIDs ·························································· 452 

Flurbiprofen ······························ 452 

Ketoprofen ································ 453 

Etofenamate ······························ 453 

Scabicides ······················································ 454 

Gamma Benzene Hexachloride ········ 454 

Crotamiton ································ 455 

Miscellaneous ················································· 455 

Heparinoid ································ 455 

Gastrointestinal agents ···················· 456 

Aldioxa ···································· 456 

Alginic acid ······························· 457 

Dicyclomine ······························ 457 

HCl 5mg+Aluminum hydroxide ······· 457 

200mg ····································· 457 

Dihydroxyaluminum Allantoinate ····· 458 

Magnesium oxide ························ 458 

Oxethazaine······························· 459 

5 mg+ Polymagal ························ 459 

244mg ····································· 459 

Simethicone······························· 459 

Sulcain100 mg/ Polymagel ·············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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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g ···································· 460 

Sucralfate ································· 460 

Anticholinergics and antispasmolytics ··················· 461 

Alverine Citrate ·························· 461 

Atropine ··································· 461 

Clidinium Br ······························ 463 

2.5 mg+Chlordiazepoxide5 mg ········ 463 

Hyoscyamine sulfate ···················· 463 

Hyoscine-N-Butylbromide ············· 464 

Mebeverine ······························· 465 

Otilonium bromide ······················ 465 

Pipethanate Ethobromide ··············· 465 

Antiulcer ······································· 466 
H2-blockers ···················································· 466 

Cimetidine ································ 466 

Famotidine ································ 467 

Ranitidine ································· 467 

Proton pump inhibitor ········································ 468 

Dexlansoprazole ························· 468 

Esomeprazole····························· 469 

Lansoprazole ····························· 470 

Omeprazole ······························· 470 

Pantoprazole ······························ 471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 471 

Sulfasalazine······························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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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estive Enzymesare ······································ 472 

110mg, Biodiasmin F-2 25 mg, Thiamine 

Mnonitrate 1 mg, Riboflavin 0.1mg, 

Cellulase 5mg ···························· 472 

Metoclopramide ·························· 473 

Mosapride ································· 474 

Bisacodyl ·································· 475 

Lactulose ·································· 475 

Fleet ········································ 476 

Sennoside ································· 477 

Normacol Plus ···························· 477 

Silymarin ·································· 478 

Hepatoswiss ······························ 478 

Miyarisan ································· 479 

Ursodeoxycholic acid ··················· 479 

Hematological Agents ····················· 479 
Anticoagulants ················································· 479 

Warfarin ··································· 480 

Dabigatran ································ 480 

Rivaroxaban ······························ 481 

Heparin Sodium ·························· 482 

Enoxaparin ································ 483 

Heparinoid ································ 485 

Thrombolytic Agents ········································· 486 

Purified urokinase ·······················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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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ombinant 

Human Tissue-Type ····················· 486 

Antiplatelet agents ············································ 488 

Aspirin ····································· 488 

Clopidogrel ······························· 488 

Cilostazol ································· 489 

Dipyridamole ····························· 490 

Ticlopidine ································ 490 

Ticagrelor ································· 491 

Coagulants-Heparin Antagonist ··························· 492 

Protamine ································· 492 

Hematopoietic agents ······································· 492 

Human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 492 

Darbepoetin alfa ························· 494 

Epoetin beta ······························ 494 

Hemorrheologic Agents ················· 495 

Flunarizine ································ 495 

Betahistine ································ 495 

Diphenidol ································ 496 

Piracetam ·································· 497 

Dihydroergotoxine ······················· 498 

Ginkgo Biloba Extract ·················· 498 

Nicametate Citrate ······················· 499 

Pentoxifylline ····························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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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rgoline ······························· 500 

Plasma Expanders ··········································· 500 

Plasma Protein ··························· 500 

1.36 mg/ml,500ml ······················· 500 

Tranexamic Acid ························· 501 

Endocrine and Metabolic agents ······· 502 
Estrogen ························································ 502 

Conjugated Estrogens ··················· 502 

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 ················ 503 

Raloxifene ································ 503 

Progestin ························································ 503 

Progesterone ······························ 503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 504 

Estrogen and Progestin Cambination ··················· 504 

Estradiol ··································· 504 

1mg, Norethisterone Acetate ··········· 504 

0.5mg ······································ 504 

Estradiol ··································· 505 

, Norethisterone Acetate ················ 505 

Ovulation Stimulants ········································· 506 

Clomiphene Citrate ······················ 506 

Antigonadodotropic ·········································· 506 

Danazol ···································· 506 

Androgen Hormone ·········································· 507 

Finasteride ································ 507 

Uterotonics ·····················································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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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metrine ······························· 508 

Oxytocin ·································· 508 

Bisphosphonates ············································· 509 

Alendronic acid ·························· 509 

70mg, Colecalfero140mcg ············· 509 

Zoledronic acid ··························· 510 

Ibandronic acid ··························· 512 

Disodium Clodronate (Tetrahydrate) · 512 

Monoclonal antibody ········································· 513 

Denosumab ······························· 513 

Antidiabetic agents ························· 513 
Insulin ···························································· 514 

Biphasic insulin aspart ·················· 514 

Insulin ····································· 514 

Insulin ····································· 514 

Sulfonylureas ·················································· 515 

Glibenclamide ···························· 515 

(Glyburide ································ 515 

) ············································· 515 

Gliclazide ································· 516 

Glimepiride ······························· 517 

/Metformin C ····························· 517 

Meglitinides ···················································· 518 

Repaglinide ······························· 518 

Alpha-Glucosidase Inhibitor ································ 518 

Acarbose ··································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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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uanides ····················································· 519 

Metformin ································· 519 

Thiazolidinediones ··········································· 520 

Pioglitazone······························· 520 

Dipeptidyl peptidase IV inhibitors ························· 520 

Sitagliptin ································· 520 

Linagliptin ································ 521 

Miscellaneous ················································· 521 

Vildagliptin 50mg + metformin 1000mg

 ·············································· 521 

Liraglutide ································ 521 

Adrenortical Steroids ········································ 522 

Betamethasone ··························· 522 

Disodium Phosphate ···················· 522 

Dexamethasone ·························· 522 

Methylprednisolone sod. succinate···· 523 

Prednisolone ······························ 525 

Triamcinolone ···························· 525 

Parathyroid Hormone ········································ 526 

Teriparatide ······························· 526 

Thyroid Drugs ················································· 526 

Thyroxine-L  Sodium T4 ·············· 526 

Antityroid Agents ·············································· 527 

Methimazole ······························ 527 

PropylThiouracil ························· 528 

Calcitonin-Salmon ············································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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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itonin ································· 529 

Posterior Pituitary Hormones ······························ 529 

Arginine vasopressin ···················· 529 

Desmopressin acetate ··················· 530 

Terlipressin ······························· 530 

Gout-Related Agents ········································ 531 

Colchicine ································· 531 

Benzbromarone ·························· 532 

Allopurinol································ 533 

Febuxostat ································ 534 

Nutrients and Nutritional Agents ········ 534 
Amino acid ····················································· 535 

-4.6mg/ml ································· 535 

5.9mg/ml ·································· 535 

Electrolytes ····················································· 536 

solution ···································· 536 

100 mg/ml ································ 537 

4.5mg/ml ·································· 538 

Dextrose 50% ···························· 538 

Dextrose Monohydrate 5% ············· 538 

6 mg/ml ··································· 539 

0.3 mg/ml, Sorbitol D-50mg/ml ······· 539 

0.3 mg/ml ································· 540 

Magnesium Sulfate ······················ 540 

Potassium chloride·······················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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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assium Gluconate ···················· 541 

Sodium Bicarbonate ····················· 542 

30mg/ml ··································· 542 

0.83 mg/ml ································ 543 

0.305mg/ml ······························· 543 

10% ········································ 544 

Water for injection ······················· 544 

Minerals ······································· 544 

160 IU/ml ································· 544 

1mg ········································ 545 

Nicametate Citrate ······················· 545 

Pentoxifylline ···························· 546 

Nicergoline ······························· 546 

Plasma Expanders ··········································· 546 

Plasma Protein ··························· 546 

1.36 mg/ml,500ml ······················· 547 

Tranexamic Acid ························· 548 

Ophthalmic/Otic Agents ··················· 548 
Otic Agents ····················································· 548 

Ofloxacin ·································· 548 

Antibacterials ·················································· 549 

Sulfamethoxazole ························ 549 

Gentamicin································ 549 

Cataracts ······················································· 550 

Pirenoxine ································· 550 

Corticosteroids ················································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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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ometholone ························· 550 

Tobramycin ······························· 551 

Dry Eye Products ············································· 551 

Carbomer ·································· 551 

Carbonic Anhydrase Inhibitors ···························· 552 

Dorzolamide ······························ 552 

Prostaglandin Agonists ······································ 553 

Travoprost ································ 553 

Travoprost ································ 553 

β-blockers ······················································ 554 

Betaxolol ·································· 554 

Miotics ··························································· 555 

Pilocarpine ································ 555 

Mydriatics and Cycloplegics ······························· 556 

Tropicamide ······························ 556 

Tropicamide ······························ 556 

Ocular Decongestants and Anti-Allergys ··············· 557 

Pemirolast Potassium ··················· 557 

Flavine Adenine Dinucleotide ········· 558 

, Chlorpheniramine ······················ 558 

Miscellaneous ················································· 558 

Neostigmine ······························ 558 

Renal And Genitourinary Agents ········ 559 
Interstitial Cystitis Agents ··································· 559 

Nitroxoline ································ 559 

Impotence Agents ············································ 559 

Sildenafil Citrate ·························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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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 ···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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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處方集 

查閱本處方集內藥品可採下列兩種方式 

1. 以電子檔案查閱時，在 word 內利用編輯功能內的尋找，

輸入學名或商品名即可尋找至藥品說明章節。 

2. 以學名、商品名查閱索引。 

3. 第二線以後抗生素請處方醫生於三日內會診感控相關

醫師，才可繼續使用。 

4. 管制性藥品第一級至第三級藥品請開立管制性處方

簽。 

藥品各論介紹說明： 

 

 

CodeineC 

Codeine® Phosphate Injection 15 mg/ml/amp (管 3) 

<ICODE> 

臨床適應症 

Pain;Cough (short-term relief) 

劑量 

Adult→IM,SC 15-30 mg q4-6h as needed. 

max:240mg/day 

Child→Pain: IM,SC 0.5-1 mg/kg q4-6h prn 

     Cough: 1-1.5mg/kg/day q4-6h prn 

不良反應 

藥品學名 

孕婦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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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pation,Nausea,Vomiting,Dizziness,Lightheadedness, 

Sedated, Somnolence,Dyspnea 

警語/注意事項 

1. 禁用：顱內壓上升、氣喘、高碳酸症、麻痺性腸阻塞、

呼吸抑制、兒童扁桃腺及腺樣體切除術後止痛、已知

CYP2D6 快速藥物代謝者及哺乳婦女之患者 

2.肝腎功能損傷、小兒或老年及正在使用 CNS 抑制劑之

患者須降低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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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給付規定通則 

一、本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之藥品，以收載於本標準
者為限。 

二、本保險醫療用藥，由保險人就各醫事服務機構已申
報之藥品品項及其藥價審查之。 

但因急救使用未經報備之藥品，可事後再報保險人
備查。 

三、本保險處方用藥，醫師得按保險對象病情需要，每
次開給七日以內之藥量。保險人指定之慢性疾病得
一次給予三十日以內之用藥量。住院治療之保險對
象於出院必須攜回藥品時，其給藥量規定同上。 

四、注射藥品之使用原則： 

（一）注射藥品使用時機，應以經醫師診斷後，判斷
病情需要且病人不能口服，或口服仍不能期待
其有治療效果，記明於病歷表者，方得為之。
(86/1/1) 

（二）因病情需要，經醫師指導使用方法由病人持回
注射之藥品包括： 

1.Insulin。 

2.CAPD 使用之透析液。 

3.CAPD 使用之抗生素及抗凝血劑（至多攜回二
週）。 

4.Desferrioxamine（如 Desferal）。 

5.慢性腎臟功能衰竭，使用紅血球生成素（至多
攜回二週，如因特殊病情需要，需敘明理由，
得以臨床實際需要方式給藥，惟一個月不超
過20,000U（如Eprex、Recormon）或100mcg

（如Aranesp、Mircera）為原則）。(98/9/1) 

6.治療白血病使用之α-interferon（至多攜回二週）。 

7.G-CSF (如filgrastim；lenograstim）(至多攜回
六天）。(98/11/1) 

8.生長激素 (human growth hormone)（至多攜回
一個月）。 

9.門診之血友病人得攜回二~三劑量(至多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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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第八、第九凝血因子備用，繼續治療
時，比照化療以「療程」方式處理，並查驗
上次治療紀錄（如附表十八─全民健康保險血
友病患者使用第八、第九凝血因子在家治療
紀錄）。醫療機構、醫師開立使用血液製劑
時，應依血液製劑條例之規定辦理。（86/9/1、
92/5/1、100/4/1) 

10.於醫院內完成調配之靜脈營養輸液 (TPN)，
可攜回使用。（85/10/1、93/12/1） 

11.肢端肥大症病人使用之octreotide、lanreotide 

(如Sandostatin、Somatuline等) 至多攜回一個
月，另octreotide (如Sandostatin 等)需個案事
前報准 (93/12/1)。 lanreotide inj 30 mg (如
Somatuline) 每次注射間隔兩週 (88/6/1) ，
octreotide LAR ( 如 Sandostatin LAR 

Microspheres for Inj.) 每次注射間隔四週 

(89/7/1)。 

12.結核病病人持回之streptomycin、kanamycin 

及enviomycin 注射劑（至多攜回二週）。（86/9/1） 

13.抗精神病長效針劑（至多攜回一個月）。
（87/4/1） 

14.低分子量肝凝素注射劑：金屬瓣膜置換後之
懷孕病患，可准予攜回低分子量肝凝素注射劑
自行注射，但至多攜回兩週。（90/11/1） 

15.Apomorphine hydrochloride 10mg/mL （ 如
Apo-Go Pen）：限使用於巴金森氏病後期產生
藥效波動（on-and-off）現象，且經使用其他治
療方式無法改善之病患使用，每人每月使用量
不得超過20 支。（91/2/1、99/11/1） 

16.罹患惡性貧血（pernicious anemia）及維生素
B12缺乏病患，如不能口服者或口服不能吸收者，
得攜回維生素B12注射劑，每次以一個月為限，
且每三個月應追蹤一次。(91/4/1) 

17.患者初次使用aldesleukin (如Proleukin Inj) 治
療期間（第一療程），應每週發藥，俾回診觀
察是否有無嚴重之副作用發生。第一療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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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發生嚴重副作用，在第二療程以後可攜回
兩週之處方量。(91/12/1) 

18.慢性病毒性B 型肝炎、慢性病毒性C 型肝炎
所使用之長效型干擾素或短效型干擾素，至多
攜回四週之使用量。(92/10/1) 

19. 類 風 濕 關 節 炎 病 患 使 用 etanercept ；
adalimumab 注射劑，需個案事前審查核准後，
並在醫師指導下，至多可攜回四週之使用量。
(93/8/1) 

20.含exenatide 成分注射劑。(103/9/1) 

21.含liraglutide 成分注射劑。(103/9/1) 

22.含teriparatide 成分注射劑。(103/9/1) 

23.含interferon beta-1a 成分注射劑。(103/9/1) 

24.含interferon beta-1b 成分注射劑。(103/9/1) 

25.含glatiramer 成分注射劑。(103/9/1) 

（三）電解質及營養靜脈補充輸液之使用，應說明理
由並有明確需要，以積極治療為目的始得為
之。 

（四）癌症病人使用之morphine 及化學治療藥品，於
院內經醫師或藥師完成調劑作業後，亦可由病
人攜回使用。（85/10/1） 

五、使用抗微生物製劑，應優先選用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常用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品名表(附表一) 所列者
為限。但經微生物培養及藥物敏感試驗確實有效或
病情需要者，依本保險規定之抗微生物製劑使用原
則用藥。 

六、維生素、荷爾蒙及白蛋白製劑等類藥品之使用，門
診以附表三-A 及三-B 所列醫治病症，住院以特殊
病症或施行大手術後必須積極治療者為原則，凡作
一般營養補給者，不予給付。 

七、本保險處方用藥，需符合主管機關核准藥品許可證
登載之適應症，並應依病情治療所需劑量，處方合
理之含量或規格藥品。（85/1/1、86/1/1、94/6/1） 

八、內服液劑之使用原則：(94/11/1、97/3/1、97/12 /1) 

（一）12 歲(含)以下兒童得使用內服液劑(97/3/1)。 

（二）不適合服用固型製劑之病人，如施行管灌飲食



 

35 

 

等，得依病情需要使用內服液劑(97/12/1)。 

（三）非為兒童或吞嚥困難患者所設計之內服液劑，
得依病情需要使用(97/12/1)。 

九、本保險處方用藥有下列情況者視為重複用藥，不予
給付(87/4/1)： 

（一）為達相同之治療目的，使用兩種以上同一治療
類別 (或作用機轉) 之藥品，視為重複用藥。 

（二）為達相同之治療目的，使用兩種以上不同治療
類別 (或作用機轉) 之藥品，而未能增加療效；
或其併用不符合一般醫學學理，且無文獻佐證
者。 

（三）但下列情形除外： 

1.長短效的藥品搭配使用或不同劑型配合使用，
且其使用方法符合各項藥品藥動學或藥理性
質之特色者。 

2.緊急傷病情況下之合併使用者，且其併用符合
一般醫學學理。 

3.本標準藥品給付規定有特別規定者。 

十、下列藥品為本保險界定之「無積極療效藥品」，不
建議使用： 

（一）無藥品許可證，或許可證過期，或經主管機關
再評估後未通過者。 

（二）醫學專科教科書未列舉，或載明不適用者。 

（三）醫學專科治療手冊未列舉，或載明不適用者。 

（四）對藥品療效之原始文獻 (primary data) 之評論
未收載於「臨床醫學電腦資訊系統」(Computer 

Clinical Information System)，或未給予正面評
價者。 

第1 節神經系統藥物 Drugs acting 

on the nervous system 

1.1.疼痛解除劑 Drugs used for pain relief 

1.1.1.非類固醇抗發炎劑外用製劑：(88/9/1、92/2/1、
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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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用非類固醇抗發炎軟膏，限不適合口服非類固醇
抗發炎製劑之軟組織風濕症或關節炎病患使用，每
月至多以處方40gm 為限(94/9/1)。 

2.Flurbiprofen 40mg patch (如Flur Di Fen Patch)：限
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病患使用：(92/2/1) 

(1)單一關節（部位）或軟組織風濕症。 

(2)不適合口服非類固醇抗發炎製劑者。 

(3)不得同時併用口服或其他外用非類固醇發炎製
劑。 

(4)每月限處方十六片以內。 

1.1.2.非類固醇抗發炎劑 (NSAIDs) 之注射劑：
(88/12/1、97/7/1) 

1.非類固醇抗發炎劑 (NSAIDs) 之注射劑（ketorolac 

成分之注射劑除外） 

(1)限不能口服，且不能使用肛門栓劑之病患使用。 

(2)本類藥品不可作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之例行或
長期性使用。 

(3)使用本類藥品，每次不可連續超過五天。 

2.Ketorolac 成分之注射劑：(97/7/1) 

限用於無法口服之病人且為手術後中重度急性疼痛
之短期治療（治療期間為≦5天），惟禁止使用於產
科止痛。 

1.1.3.Tramadol (87/4/1)限 

1.癌症病例使用。 

2.用於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疼痛期超過六個月）
之病人，需同時符合下述條件：(1)需為服用NSAIDs 

仍無法控制疼痛或有嚴重副作用者。(2)需檢附疼痛
評估報告，內容需包括疼痛強度及疼痛緩解的VAS 

與VRS (Visual Analogue Scale和Verbal Rating 

Scale)。 

1.1.4.Tramadol HCl＋acetaminophen (如Ultracet 

Tablets) (93/7/1、95/5/1)限用於中度至嚴重性疼痛之
病人，需符合下述條件： 

1.經其他止痛藥、或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NSAIDs）
治療後仍無法控制疼痛或有嚴重副作用者。 

2.非癌症病患使用超過五天時，需檢附疼痛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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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每隔三個月再評估乙次，內容需包括疼痛強度及
疼痛緩解的VAS 與VRS (Visual Analogue Scale 和
VerbalRating Scale)。 

1.1.5.非類固醇抗發炎劑（NSAIDs）藥品（如 celecoxib、
nabumetone、meloxicam、etodolac、nimesulide）(90/7/1、
97/9/1) etoricoxib (96/1/1、99/10/1)、含naproxen 及
esomeprazole 複方製劑(101/10/1) 

1.本類製劑之使用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99/10/1)： 

(1)年齡大於等於六十歲之骨關節炎病患。 

(2)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髓炎、乾癬性關節炎
等慢性病發炎性關節病變，需長期使用非類固醇
抗發炎劑者。 

(3)合併有急性嚴重創傷、急性中風及急性心血管事
件者 (97/2/1)。 

(4)同時併有腎上腺類固醇之患者。 

(5)曾有消化性潰瘍、上消化道出血或胃穿孔病史
者。 

(6)同時併有抗擬血劑者。 

(7)肝硬化患者。 

2.使用本類製劑之病患不得預防性併用乙型組織胺
受體阻斷劑、氫離子幫浦阻斷劑及其他消化性潰瘍
用藥，亦不得合併使用前列腺素劑（如misoprostol） 

3.Nimesulide 限用於急性疼痛緩解，其連續處方不
得超過15 日(97/9/1)。 

4.含naproxen 及esomeprazole 複方製劑不得作為急
性疼痛的初始治療。(101/10/1) 

1.1.6.Gabapentin、lidocaine 貼片劑（97/12/1、98/4/1、
98/9/1、101/2/1、101/5/1、102/2/1）限使用於帶狀
疱疹皮膚病灶後神經痛，並符合下列條件： 

1.使用其他止痛劑或非類固醇抗發炎劑（NSAIDs）
藥品治療後仍無法控制疼痛或有嚴重副作用者。
(97/12/1、98/4/1) 

2. Gabapentin 成分口服製劑，限每日最大劑量為
3,600mg，且日劑量超過2,400mg時，需於病歷記載
理由。臨床症狀改善，應逐步調低劑量。 (9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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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1、98/9/1、101/5/1) 

3.Lidocaine 貼片劑(限使用Lidopat Patch)：（98/9/1） 

(1)限每日最大劑量為3 片，且日劑量超過2 片時，
需於病歷記載理由。臨床症狀改善，應逐步調低
劑量。限使用Lidopat Patch。（98/9/1） 

(2)Lidopat 貼片劑不得與gabapentin 或pregabalin 

成分口服製劑併用。（101/2/1） 

1.1.7.Pregabalin(如Lyrica)（101/2/1、102/2/1、105/1/1、
106/3/1) 

1.使用於帶狀疱疹皮膚病灶後神經痛，並符合下列條
件： 

(1) 經使用其他止痛劑或非類固醇抗發炎劑
（NSAIDs）藥品治療後仍無法控制疼痛或有嚴
重副作用者。(97/12/1、98/4/1) 

(2)每日最大劑量為600mg。 

2.使用於纖維肌痛(fibromyalgia) 

(1)需符合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ACR)

及臨床試驗實證纖維肌痛診斷標準： 

Ⅰ.WPI(wide spread pain index)≧7、Symptom 

severity (SS)≧5 且painrating scale≧6 分或WPI 

3-6、SS scale≧9 且pain rating scale≧6分。 

Ⅱ.症狀持續超過三個月。 

Ⅲ.應排除其他疾病因素，並於病歷詳載。 

(2)限風濕免疫科、神經內科、復健科、疼痛專科及
精神科醫師使用，不得併用同適應症之它類藥品。
(106/3/1) 

(3)如使用3 個月後pain rating scale 未減少2 分以
上應予停藥。 

(4)病歷每3 個月應記載一次評估結果，每日最大劑
量為450mg。 

3.使用於糖尿病併發周邊神經病變並具有臨床神經
疼痛 (neuropathic pain)，且符合以下條件(105/1/1): 

(1)經神經科專科醫師診斷或經神經傳導(NCV) 檢
查證實之多發性神經病變(polyneuropathy)。 

(2)Pain rating scale≧4 分。 

(3)不得併用同類適應症之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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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後應每3 個月評估一次，並於病歷中記載評
估結果，倘Pain rating scale較前一次評估之數值
未改善或未持續改善，應予停止使用。 

(5)每日最大劑量為300 mg。 

1.1.8.Duloxetine（如Cymbalta）：(102/8/1、105/2/1) 

1.使用於糖尿病併發周邊神經病變並具有臨床神經
疼痛 (neuropathic pain)，且符合以下條件: 

(1)經神經科專科醫師診斷或經神經傳導(NCV) 檢
查證實之多發性神經病變 

(polyneuropathy)。 

(2)Pain rating scale≧4 分。 

(3)不得併用同類適應症之藥品。 

(4)使用後應每3 個月評估一次，並於病歷中記載評
估結果，倘Pain rating scale較前一次評估之數值
未改善或未持續改善，應予停止使用。 

(5)每日最大劑量為60 mg。 

2.使用於纖維肌痛(fibromyalgia)(105/2/1) 

(1)需符合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ACR)

及臨床試驗實證纖維肌痛診斷標準： 

Ⅰ .WPI(wide spread pain index)≧7、Symptom 

severity (SS)≧5 且painrating scale≧6 分或
WPI 3-6、SS scale≧9 且pain rating scale≧6

分。 

Ⅱ.症狀持續超過三個月。 

Ⅲ.應排除其他疾病因素，並於病歷詳載。 

(2)限風濕免疫科、神經內科、復健科、疼痛專科及
精神科醫師使用，不得併用同適應症之它類藥
品。 

(3)如使用3 個月後pain rating scale 未減少2 分以
上應予停藥。 

(4)病歷每3 個月應記載一次評估結果，每日最大劑
量為60mg。 

1.2.精神治療劑 Psychotherapeutic drugs 

1.2.1.選擇性血清促進素再吸收抑制劑 (SSRI)、血清
促進素及正腎上腺素再吸收抑制劑 (SNRI)及其他
抗 憂 鬱劑 （ fluvoxamine maleate 、 fluoxetine 、



 

40 

 

paroxetine、sertraline、venlafaxine、milnacipran、
mirtazapine、citalopram、escitalopram、duloxetine、
agomelatine 等製劑）：(88/12/1、89/10/1、91/5/1、
92/6/1、93/5/1、94/2/1、94/12/1、99/10/1、101/7/1)

使用時病歷上應詳細註明診斷依據及使用理由。 

1.2.1.1.Bupropion HCL：(92/1/1、99/10/1) 

作為戒菸治療者不予給付。 

1.2.2.抗精神病劑Antipsychotics 

1.2.2.1.Clozapine（如Clozaril） 

1.限精神科專科醫師使用。 

2.前18 週使用時，每週需作白血球檢驗，每次處方
以七日為限，使用18 週後，每月作一次白血球檢驗。 

3.申報費用時，應檢附白血球檢驗報告。 

1.2.2.2.Second 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簡稱第二代
抗精神病藥品，如clozapine、olanzapine、risperidone、
quetiapine、amisulpride、ziprasidone、aripiprazole、
paliperidone、lurasidone 等)：(91/9/1、92/1/1、92/7/1、
94/1/1、95/10/1、97/5/1、99/10/1、106/1/1) 

1.本類製劑之使用需符合下列條件(95/10/1、97/5/1、
99/10/1、106/1/1)： 

(1)開始使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藥品」時需於病歷記
載：醫療理由或診斷，以及臨床整體評估表 

(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簡稱CGI) 之分數。 

(2)經規則使用六至八週後，需整體評估其療效，並
於病歷記載：臨床整體評估表之分數。 

(3)日劑量超過下列治療劑量時，需於病歷記載理
由： 

clozapine 400 mg/day 

risperidone 6 mg/day 

olanzapine 20 mg/day 

quetiapine 600 mg/day 

amisulpride 800mg/day (92/1/1) 

ziprasidone 120mg/day (92/7/1) 

aripiprazole 15mg/day (94/1/1) 

paliperidone 12mg/day (97/5/1） 

lurasidone 120mg/day (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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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類藥品不得使用於雙極性疾患之鬱症發作。
(95/10/1) 

3.Olanzapine 用於預防雙極性疾患復發時，限lithium、
carbamazepine、valproate等藥品至少使用兩種以上，
治療無效或無法耐受副作用時使用。(95/10/1) 

1.2.3.Zaleplon 、 zolpidem 、 zopiclone 及 eszopiclone

（98/1/1、98/5/1、98/10/1、102/11/1） 

1.使用安眠藥物，病歷應詳載病人發生睡眠障礙的情
形，並作適當的評估和診斷，探討可能的原因，並
提供衛教建立良好睡眠習慣。(98/5/1) 

2.非精神科醫師、神經科專科醫師若需開立本類藥品，
每日不宜超過一顆，連續治療期間不宜超過6 個月。
若因病情需長期使用，病歷應載明原因，必要時轉
精神科、神經科專科醫師評估其繼續使用的適當性。
(98/5/1、98/10/1) 

3.精神科、神經科專科醫師應針對必須連續使用本藥
的個案，提出合理的診斷，並在病歷上詳細記錄。
(98/5/1、98/10/1) 

4.依一般使用指引不建議各種安眠藥併用，應依睡眠
障礙型態處方安眠藥，若需不同半衰期之藥物併用
應有明確之睡眠障礙型態描述紀錄，且應在合理劑
量範圍內。(98/5/1) 

5.對於首次就診尚未建立穩定醫病關係之病患，限處
方7 日內安眠藥管制藥品。(98/5/1) 

6.zaleplon 成分藥品用於治療難以入睡之失眠病人，
僅適用於嚴重，病人功能障礙或遭受極度壓力之失
眠症患者，用於65 歲以上病患時，起始劑量為每
日5mg(98/1/1、98/10/1) 

7.成人病患使用eszopiclone 成分藥品之起始劑量為
睡前1mg，最高劑量為睡前3mg，65 歲以上病患之
最高劑量為2mg。(102/11/1） 

1.3.神經藥物 Neurologic drugs 

1.3.1.骨骼肌鬆弛劑Skeletal muscle relaxants 

1.3.1.1.Tizanidine HCl (如Sirdalud tab)：(90/10/1) 

限下列病患使用 

1.神經系統疾病引起痙攣症狀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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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急性疼痛性肌肉痙攣病例。 

1.3.2.抗癲癇劑Antiepileptic drugs 

1.3.2.1.Sodium valproate 注射劑 (如Depakine 

Lyophilized Injection)(89/7/1、93/2/1、93/6/1、
102/10/1)限癲癇症病患使用，且符合以下其中之
一項者使用： 

1.對phenytoin 注射劑無效或無法忍受phenytoin 副
作用且無法口服valproicacid 之病患。 

2.癲癇連續發作 (Seizure clusters) 之病患。 

3.癲癇重積狀態(Status epilepticus) 之病患。 

1.3.2.2.Gabapentin (如Neurontin)、vigabatrin (如
Sabril)、tiagabine (如Gabitril)、pregabalin(如Lyrica)、
zonisamide(如Zonegran)、perampanel(如Fycompa)、
lacosamide(如Vimpat)：(89/9/1、89/2/1、93/6/1、
96/3/1、97/1/1、97/10/1、101/2/1、102/1/1、104/6/1、
104/11/1）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有效控制之
局部癲癇發作之輔助性治療(add ontherapy)。 

1.3.2.3.Topiramate (如Topamax)(90/9/1、92/11/1、
93/6/1、94/3/1、94/9/1、95/1/1、99/5/1、99/10/1) 

限下列病患使用： 

1.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有效控制之局部癲癇
發作之輔助治療(add ontherapy)或作為第二線之單
一藥物治療。 

2.用於預防偏頭痛之治療（94/3/1、94/9/1、95/1/1、
99/5/1、99/10/1） 

(1)限符合國際頭痛協會偏頭痛診斷標準並有以下
任一狀況之偏頭痛患者，且對現有預防藥物療效
不佳或無法忍受副作用或有使用禁忌者使用。 

I.即使使用急性藥物，反覆發作偏頭痛已嚴重影響
到患者的日常生活。 

II.特殊病例，如偏癱性偏頭痛、基底性偏頭痛、
偏頭痛之前預兆時間過長或是偏頭痛梗塞等。 

Ⅲ.偏頭痛發作頻繁，每星期2次(含)以上。 

(2)Topiramate 每日治療劑量超過100mg 時，需於
病歷詳細記載使用理由。 

1.3.2.4.Levetiracetam （101/6/1、1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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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錠劑膠囊劑（如Keppra Film-Coated Tablets）：
（97/1/1、101/6/1) 

(1)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有效控制之局部癲
癇發作之輔助性治療 (add ontherapy) 或作為第
二線之單一藥物治療。 

(2)十二歲以上青少年與成人病患之肌抽躍性癲癇
發作之輔助治療。 

2.緩釋錠劑膠囊劑（如UFree ER 、Nobelin XR：
（101/6/1) 

限使用於十六歲以上病患之局部癲癇發作之輔助治
療。 

3.口服液劑（如Keppra Oral Solution）：（97/4/1） 

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有效控制之局部癲癇發
作之輔助性治療 (add ontherapy)。 

4.注射劑（如Keppra 濃縮輸注液）：（101/3/1、
102/10/1） 

限癲癇症病患使用，且符合以下其中之一項者使
用： 

1.對phenytoin 注射劑無效或無法忍受phenytoin 

副作用且無法口服levetiracetam 之病患。 

2.癲癇連續發作 (Seizure clusters) 之病患。 

3.癲癇重積狀態(Status epilepticus) 之病患。 

1.3.2.5.Lamotrigine (如Lamictal) （97/10/1) 

限下列病患使用： 

1.限用於其他抗癲癇藥物無法有效控制之局部癲癇
發作之輔助性治療(add ontherapy)或作為第二線之
單一藥物治療。 

2.限使用於18 歲以上成人且為雙極性疾患者，並依
下列原則使用： 

(1)急性鬱期 : 限使用於鋰鹽、 carbamazepine、
valproate 藥品治療療效不佳或治療後由鬱症轉
為躁症之個案。 

(2)雙極性疾患之鬱症預防 : 限使用於鋰鹽、
carbamazepine、valproate 藥品治療療效不佳或
無法耐受其副作用者，單純用於躁症預防者不得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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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劑量超過200mg 時，需於病歷記載理由。 

1.3.2.6 Carbamazepine（100/8/1） 

1.使用於新病患： 

(1)處方使用carbamazepine 成分藥品之前，應先檢
查病患IC 健保卡是否已註記曾檢測帶有HLA-B 

1502 基因，檢測結果為陽性者，不得開立
carbamazepine成分藥品之處方。 

(2)醫師欲為病患處方carbamazepine 成分藥品前，
應先詢問病患是否對該藥品有過敏病史，若為不
確認者或未檢測者，宜先行作HLA-B 1502 基因
檢測。 

2.使用於舊病患： 

若病患已服用4個月以上，且確認未曾出現喉嚨痛、
嘴巴破或皮膚症狀（如分散的斑點或斑丘疹症狀）
等類似Steven-Johnson 症候群或其他不良反應時，
可依病情繼續處方治療，但仍需提醒病患注意上述
症狀之發生。 

3.醫師為病患處方使用carbamazepine 成分藥品，以
日劑藥費申報者，應依規定詳實申報處方明細。 

1.3.3.失智症治療藥品 

1.限用於NINDS-ADRDA 或DSM 或ICD 標準診斷
為阿滋海默氏症或帕金森氏症之失智症病患。 

2.如有腦中風病史，臨床診斷為「血管性失智症」，
或有嚴重心臟傳導阻斷（heartblock）之病患，不建
議使用。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第一次申請須檢附以下
資料： 

(1)CT、MRI 或哈金斯氏量表（Hachinski lschemic 

Score）三項其中之任一結果報告。 

(2)CBC, VDRL, BUN, Creatinine, GOT, GPT, T4, 

TSH 檢驗。 

(3)病歷摘要。 

(4)MMSE 或CDR 智能測驗報告。 

4.依疾病別及嚴重度，另規定如下： 

(1)阿滋海默氏症之失智症 

由神經科或精神科醫師處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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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輕度至中度失智症： 

限使用donepezil、rivastigmine 及galantamine 口
服製劑(90/10/1、 

92/1/1、95/6/1、100/3/1、102/8/1)： 

i.智能測驗結果為MMSE 10~26 分或CDR 1 級
及2 級之患者。 

ii.使用前述三種藥品任一種後，三個月內，因副
作用得換用本類另一種藥物，不需另外送審，
惟仍應於病歷上記載換藥理由。其中Epalon 

Tablets、NEPES Tablets、Nomi-Nox Tablets 等
3 種藥品，倘因副作用，需換用donepezil、
rivastigmine 或galantamine 口服製劑之另一種
藥物，需另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93/4/1、
102/8/1) 

iii.使用後每一年需重新評估，追蹤MMSE 或
CDR 智能測驗，如MMSE 較前一次治療時減
少2 分(不含)以上或CDR 退步1 級，則應停用
此類藥品。惟Epalon Tablets、NEPES Tablets、
Nomi-Nox Tablets 等3 種藥品，使用後每一年
需重新評估，追蹤MMSE 或CDR 智能測驗，
如MMSE 較起步治療時減少2 分(不含)以上
或CDR 退步1 級，則應停用此類藥品。(98/1/1、
99/5/1、102/8/1) 

iv.使用rivastigmine 貼片劑（如Exelon Patch），
每日限用一片，且不得併用同成分之口服藥品
(100/3/1)。 

Ⅱ.中重度失智症： 

限使用memantine 口服製劑（95/6/1、99/10/1、
102/8/1） 

i.智能測驗結果為10≦MMSE≦14分或CDR 2級
之患者。 

ii.曾使用過donepezil, rivastigmine, galantamine 

其中任一種藥品之患者，若不再適用上述其中
任一藥物，且MMSE 或CDR 智能測驗達標準
(10≦MMSE≦14 分或CDR 2 級)，並經事前審
查核准後得換用memantine。惟memantine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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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項三種藥品併用。 

iii.使用後每一年需重新評估，追蹤MMSE 或
CDR 智能測驗，如MMSE 較前一次治療時減
少2分(不含)以上或CDR 退步1 級，則應停用
此類藥品。惟EbixaTablets 及Evy Tablets 等2

種藥品，使用後每一年需重新評估，追蹤MMSE

或CDR 智能測驗，如MMSE 較起步治療時減
少2分(不含)以上或CDR 退步1級，則應停用此
類藥品。(98/1/1、99/5/1、102/8/1) 

Ⅲ.重度失智症：(99/10/1、102/8/1)限使用donepezil 

及memantine 口服製劑 (102/8/1） 

i.智能測驗結果為MMSE 5-9 分且CDR 3 級之
患者。 

ii.臥床或無行動能力者不得使用。 

iii.曾使用過memantine,donepezil, rivastigmine, 

galantamine 而不再適用者，不得使用。 

iv.donepezil 及memantine 二者不能併用。 

v.使用後每一年需重新評估，追蹤MMSE 智能
測驗，如MMSE 較前一次治療時減少2 分(不
含)以上,則應停用此類藥品。惟Epalon Tablets、
NEPESTablets 、 Nomi-Nox Tablets 、 Ebixa 

Tablets 及Evy Tablets 等5 種藥品，使用後每
一年需重新評估，追蹤MMSE 智能測驗，如
MMSE 較起步治療時減少2 分(不含)以上，則
應停用此類藥品。(99/10/1、102/8/1) 

(2)帕金森氏症之失智症(99/5/1、100/3/1、102/8/1)

限神經科醫師診斷及處方使用於輕度至中度之
失智症。 

限使用rivastigmine 口服製劑 (102/8/1) 

Ⅰ.智能測驗結果為MMSE 10~26 分或CDR 1 級
及2 級之患者。 

Ⅱ.失智症發生於帕金森氏症診斷至少一年以
後。 

Ⅲ.使用後每一年需重新評估，追蹤MMSE 或
CDR 智能測驗，如MMSE 較前一次治療時減少
2分(不含)以上或CDR 退步1 級，則應停用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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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99/5/1、102/8/1) 

備註:起步治療定義:係指同組藥品第一次申請同
意治療之評分 

1.3.4.帕金森氏症治療藥品：(91/11/1、93/2/1、95/9/1、
96/9/1、97/7/1、100/6/1、101/6/1) 

1.如病人開始出現功能障礙，在使用levodopa 之前
或同時，得使用一種dopamineagonist（ropinirole、
pramipexole、pergolide、lisuride 及rotigotine），或
amantadine，或是 levodopa 併用  COMT 抑制劑
（entacapone：如Comtanfilm-coated tab.） 

2.Levodopa＋carbidopa＋entacapone 三合一製劑（如
Stalevo Film-CoatedTablets 150/37.5/200mg等3品
項）：限用於表現藥效終期運動功能波動現象，以
左多巴/多巴脫羧基脢抑制劑無法達到穩定治療效
果之巴金森氏症病人。（95/9/1） 

3.若已同時使用上述藥物且達高劑量，仍無法達到滿
意的 "on" state，或出現運動併發症（如異動症或
肌強直），需合併使用多類藥物治療時，應於病歷
上詳細記載理由。 

4.Rasagiline：(101/6/1) 

(1)可單獨使用，每日最高劑量為1 mg；或與
levodopa 併用，rasagiline 每日最高劑量為0.5 

mg。 

(2)本品不得與levodopa 以外之其他帕金森氏症治
療藥品併用。 

5.Pramipexole 及ropinirole 用於治療原發性腿部躁
動症時需先排除腎衰竭、鐵缺乏症及多發性神經病
變，且不得與dopamine agonist 及levodopa 併用。
（96/9/1、97/7/1） 

(1)pramipexole 每日最大劑量為0.75mg。（96/9/1） 

(2)ropinirole 每日最大劑量為4mg。（97/7/1） 

6.Rotigotine 貼片劑（如Neupro Patch），限用於原
發性帕金森氏症，每日限用一片，且不得併用其他
dopamine agonist 之口服藥品
(100/6/1)1.3.5.Methylphenidate HCl 緩釋劑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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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ta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atomoxetine 

HCl（如Strattera Hard capsules）(93/9/1、96/5/1、
96/9/1、97/5/1、106/3/1) 

1.限六歲至十八歲(含)，依DSM 或ICD 標準診斷
為注意力不全過動症患者，並於病歷上詳細記載
其症狀、病程及診斷。（96/9/1、106/3/1） 

2.如符合前項規定且已使用本類藥品治療半年以
上，而十八歲後仍需服用者，需於病歷上詳細記
載以往病史及使用理由。（96/9/1） 

3.Atomoxetine HCl 原則上每日限使用1 粒，惟每
日劑量需超過60mg 時，應於病歷中記載理由，
則每日至多可使用2 粒，每日最大劑量為100mg。
（97/5/1） 

1.3.6.Modafinil (如Provigil Tablets 200mg ) 給付規定：
(96/2/1) 

同時需符合下列條件： 

1.限猝睡症(narcolepsy)患者有日間過度睡眠症狀，且
使用methylphenidate 無效或無法忍受其副作用時
使用。 

2.猝睡症之診斷需符2005 年國際睡眠障礙分類標準
（ 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 of Sleep Disorder II, 

ICSD II ） ， 且 夜 間 多 頻 睡 眠 檢 查 (nocturnal 

Polysomnography, PSG) 和之後隔日之日間多次入
睡睡眠檢查（Multiple Sleep Latency Test, MSLT）
需顯示前一夜睡眠至少有6 小時，MSLT之平均入
睡潛伏期 (sleep latency) 需小於或等於8 分鐘，並
需至少有兩次或以上的入睡出現之快速動眼睡眠
(Sleep-onset REM periods (SOREMP))。 

3.日間過度睡眠持續至少3 個月以上，應有客觀評估，
如成人的愛普沃斯嗜睡量表 ESS ( 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需高於9 分，或兒童青少年日間
嗜睡量表PDSS (Pediatric daytime sleepiness Scale) 

或史丹福嗜睡評量表SSS(Stanford sleepiness scale)，
且需排除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礙  (obstructivesleep 

apnea)、週期性下肢抽動（Periodic leg movement 

disorder）和睡眠相位後移症候群（Delayed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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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syndrome）等造成日間過度睡眠之可能性。 

4.限有睡眠實驗室之醫院之神經內科、精神科、胸腔
內科、耳鼻喉科專科醫師使用。 

5.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首次申請時需檢附以下資
料：1.病歷紀錄 2.ICSD II診斷 3.PSG 報告4.MSLT 

報告5.日間過度睡眠量表，如ESS、PDSS、SSS 等。
使用後每3-6 個月施測日間過量睡眠症狀量表ESS、
或PDSS、SSS，以評估療效。 

6.使用期程：第1 次申請獲准1 年後，需重新進行
MSLT 檢查以評估客觀療效，並同時檢附過去1 年
之ESS 或PDSS、SSS。連續2 年申請，如病人服藥
順從性高，且藥效確定，則可每次核准3 年。否則
仍需每年申請1 次，若 ESS 或 MSLT 其中之一
顯示療效不佳，應即停用。 

7.限制每日最大劑量200mg。 

1.4.麻醉劑 Drugs used in anesthesia 

1.4.1.Propofol：(91/2/1、100/7/1) 

1.限使用人工呼吸器治療且需要每日進行神智評估
之病例使用(100/7/1)。 

2.每次使用以不超過七十二小時為原則。 

3.不得作為例行性使用。 

1.4.2.Cis-atracurium、atracurium：(91/2/1、100/7/1) 

1.限使用人工呼吸器治療且肝或腎功能衰竭之病患
使用(100/7/1)。 

2.每次使用以不超過七十二小時為原則。 

3.不得作為例行性使用。 

1.4.3.Vecuronium、rocuronium：(91/2/1、100/7/1) 

1.限使用人工呼吸器治療之血液動力學不穩定之重
症病患，且具有下述情形者(100/7/1)： 

(1)心臟功能不穩定者。 

(2)心搏過速可能惡化者。 

2.每次使用以不超過七十二小時為原則。 

3.不得作為例行性使用。 

1.4.4.局部麻醉劑（local anesthetics）Xylocaine 2 % jelly：
限直腸外科人工肛門造口病例需居家定期插入導
管或脊椎畸型合併有神經功能障礙之病童需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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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間歇導尿病例使用。 

1.4.5.Dexmedetomidine（如Precedex Inj.）：(96/8/1)

限用於短期可拔管之18 歲以上外科病患，術後24 

小時內需鎮靜與止痛病患使用，且使用時間不得超
過24小時。 

1.5.Parasympathomimetic (Cholinergic) Agents（93/8/1、
94/2/1、96/7/1、97/5/1、102/2/1） 

1.5.1.Pilocarpine hydrochloride 口服劑型 

1.使用於修格蘭氏症候群 (Sjogren's syndrome) 病
人： 

(1)使用對象：需符合修格蘭氏症候群之診斷標準。 

(2)使用時機：原發性或續發性修格蘭氏症候群病人
具有口乾燥症狀者。 

(3) 治療期程及評量：使用後每半年需檢附
pilocarpine hydrochloride 口服劑型治療後症狀
改善評量表  (如附表十九 ) 於病歷上，證明
pilocarpinehydrochloride 口服劑型治療有效方可
繼續使用。（102/2/1) 

(4)使用劑量：每日三至四次，每次一錠 (5mg/tab) 

依病人反映，可做劑量調整參考。 

2.使用於頭頸部癌放射線治療病人 

(1)使用對象：頭頸部癌放射線治療超過26GY 之患
者，造成唾腺功能減低而引起的口乾燥症狀。 

(2)使用時機：適用於放射線治療期間及治療後所引
起的口乾燥症狀需藥物控制時。 

(3)治療期程及評量：每使用兩個月後，需以
pilocarpine hydrochloride 口服劑型治療後症狀
改善評量表 (如附表十九) 評估，認定確有改善
者達10 分(含)以上者方可繼續使用。（96/7/1） 

(4)使用劑量：每日三至四次，每次一錠 (5mg/tab) 

依病人反應，可做劑量調整參考。備註：修格蘭
氏症候群之診斷標準如下：【修格蘭氏症候群 

(Sjogren's syndrome)之診斷標準依據2002 年修
立之歐洲分類標準】 

1.眼睛主觀症狀：至少符合下列問題之一： 

(1)是否有每天，持續性，令人困擾的乾眼症狀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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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以上？ 

(2)眼睛是否有反覆性的異物感？ 

(3)是否使用人工淚液一天大於三次？ 

2.口腔主觀症狀：至少符合下列問題之一： 

(1)是否每天都覺得口乾症狀持續三個月以上？ 

(2)是否於成年後曾經有反覆性或持續性唾液腺體
腫大的現象？ 

(3)是否經常使用流質來幫助吞食較乾的食物？ 

3.眼睛客觀表現：兩項檢查之中至少有一項呈陽性反
應： 

(1)Shirmer's 試驗：在無麻醉下測試，5分鐘後小於
或等於5公厘。 

(2)Rose Bengal score 或其他眼睛染色之評分，大於
或等於4分 (依據vanBijsterveld's 評分系統)。 

4.組織病理學：在4mm2 的唾液腺組織切片中顯示腺
體發炎而且≧1 focus 的淋巴球浸潤  (1 Focus：
≧50 個淋巴球聚集)。 

5.唾液腺之侵犯：下列檢查之中至少有一項呈陽性反
應： 

(1)無刺激下唾液的分泌總量減少(15分鐘少於1.5 

㏄) 

(2)腮腺唾液管X光照像呈現瀰漫性唾液腺管擴大
(呈像為斑點狀，空洞狀或不規則狀)且無唾液管
阻塞現象。 

(3)唾液腺閃爍造影檢查呈現放射性同位元素之延
遲顯影，低濃度以及/或排出延遲。 

6.自體免疫抗體：出現以下自體抗體： 

(1)SSA 或SSB 或兩者皆有 

合乎修格蘭氏症候群診斷標準之判定： 

1.原發性修格蘭氏症：無任何相關疾病且需合乎下述
(1)或(2)項條件： 

(1)6項條件中4項符合，其中需有第4 項 (組織病理) 

或第6 項 (血清檢查) 條件符合。 

(2)4項客觀條件 (即第3、4、5、6 項) 中，任3 項
條件符合。 

2.次發性修格蘭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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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有潛在相關疾病 (例如：任何明確結締組織疾
病) 而且存在有上述診斷標準中第1 項條件，或第
2 條件，再加上第3、4、5 項條件中任何2 項，即
考慮次發性修格蘭氏症候群。 

1.5.2.Cevimeline hydrochloride（如Evoxac Capsules）
（97/5/1、102/2/1) 

1.使用對象：需符合修格蘭氏症候群之診斷標準。 

2.使用時機：原發性或續發性修格蘭氏症候群病人具
有口乾燥症狀者。 

3.治療期程及評量：使用後每半年需檢附cevimeline 

hydrochloride 治療後症狀改善評量表（如附表二十）
於病歷上，證明cevimeline hydrochloride 治療有效
方可繼續使用。（102/2/1)。 

4.使用劑量：每日三次，每次一顆 (30mg/cap) 依病
人反映，可做劑量調整參考。 

1.6.其他 Miscellaneous 

1.6.1.Riluzole (如Rilutek) (87/4/1、92/11/1、95/4/1) 

1.經兩位神經科專科醫師診斷為運動神經元疾病 

(ALS/MND)，且未氣管切開或使用人工呼吸器之病
患。(92/11/1、95/4/1) 

2.遺傳性運動神經元萎縮症  (如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等)，幼年性遠端肢體萎縮症 (如segmental 

or focal motor neuron disease 等)，感染性神經元疾
病(如polio等) 不適用。 

1.6.2.Botulinum toxin type A本類藥品限以下適應症使
用，每一個案每一年需重新評估一次，惟用於成人
中風後之手臂痙攣時，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98/5/1)。 

1.6.2.1.Botox(90/1/1、93/1/1、94/6/1、98/3/1、98/5/1、
100/8/1、104/5/1、104/9/1) 

1.使用於眼瞼痙攣或半面痙攣： 

(1)限12 歲以上，經區域以上（含）教學醫院之眼
科、神經內科或小兒神經科專科醫師診斷為眼瞼
痙攣或半面痙攣之病患使用。 

(2)需符合Spasm Intensity Scale 3 級（含）以上，
另有病歷記載病史6 個月以上者可申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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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1) 

(3)每次注射最高劑量：眼瞼痙攣為每側20 單位，
半面痙攣為每側30 單位。每年最多注射3 次為
原則。 

2.使用於局部肌張力不全症（focal dystonia）（如斜
頸、書寫性痙攣、口顎部肌張力不全等） 

(1)限12 歲以上，經區域以上（含）教學醫院之神
經內科、小兒神經科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為局
部張力不全症之病患使用。 

(2)需有病歷記載已持續以其他方式治療6 個月以
上無效，且斜頸症者需符合Tsui’s rating scale for 

cervical dystonia 分數11 分（含）以上者。 

(3)每次注射最高劑量：斜頸症為150 單位，書寫性
痙攣及口顎部肌張力不全為70單位，且每年最多
注射3 次為原則。 

(4)全身性肌張力不全症不在給付範圍。 

3.使用於腦性麻痺病患 

(1)限滿2 歲以上，經區域以上（含）教學醫院復健
科、神經內科或小兒神經科專科醫師診斷為痙攣
型腦性麻痺之病患使用。 

(2)其肢體之痙攣影響主動功能（如行走或手部動
作），該肢體之痙攣程度以Modified Ashworth 

Scale 評估為2 或3 級，且經藥物、復健或輔具
治療至少6個月以上無效者。 

(3)無固定不可逆之關節攣縮。 

(4)每次注射最高劑量每公斤體重12~15單位（總劑
量不超過300單位），下肢每塊肌肉每公斤體重
使用3~6 單位，上肢每塊肌肉每公斤體重使用
1~2 單位，且每年最多注射3 次。(94/6/1) 

(5)治療年齡（以申請日期起計）：下肢為2~10 歲，
上肢為2~12 歲。(94/6/1) 

(6)經外科手術治療之同肌肉部位不得再行注射。 

4.使用於成人中風後之手臂痙攣：（93/1/1、94/6/1、
98/3/1、100/8/1） 

(1)限20 歲以上，中風發生後，經復健、輔具或藥
物治療至少6 個月以上仍有手臂痙攣，影響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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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活動(如飲食、衛生、穿衣等)者，痙攣程度符
合ModifiedAshworth Scale 評估2 或3 級，且關
節活動度（R1/R2）顯示顯著痙攣，並排除臥床、
手臂攣縮或關節固定不可逆攣縮者。(94/6/1、
98/3/1) 

(2)限地區醫院以上（含）神經內科或復健科專科醫
師診斷及注射。(94/6/1、100/8/1) 

(3)每次注射最高劑量Botox 360 單位，且每年最多
3 次。(94/6/1) 

(4)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請時需檢附病歷資
料、治療計畫及照片。 

(5)再次申請時需提出使用效果評估結果。 

(6)如因再次中風而導致臥床、手部肌肉攣縮或關節
固定不可逆攣縮者，則應停用。(98/3/1) 

5.使用於脊髓病變所引起的逼尿肌過動而導致尿失
禁(104/5/1) 

(1)事前審查，每年附尿動力學審查，確診為逼尿肌
過動症。 

(2)18 歲以上(含)之成人病患。 

(3)泌尿專科或神經內科或復健科醫師診斷為因脊
髓病變引發的逼尿肌過動症病患，由泌尿專科醫
師施行注射。 

(4)每週尿失禁次數至少14 次。 

(5)病患需經至少一種抗膽鹼藥物治療三個月無效
(仍有明顯逼尿肌過動症狀)， 

或無法耐受抗膽鹼藥物副作用。 

(6)第1 次注射後6-12 週評估尿失禁頻率改善未達
50%者，不得再注射。 

(7)每次治療建議劑量200 個單位，二次注射時間應
間隔24 週以上，且病患有治療前症狀(頻尿、急
尿與尿失禁)時再次注射，每年注射以兩次為
限。 

6.使用於膀胱過動症：(104/9/1) 

(1)經尿路動力學檢查診斷為原發性膀胱過動症 

(idiopathic overactivebladder)且有尿失禁  (wet 

type)每週大於14 次的成年患者，且經至少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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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膽鹼藥物治療無效。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治療建議劑量為
100單位，每年限用兩次，兩次注射時間需相隔
三個月以上，且第二次使用限於第一次注射後在
6-12週評估有尿失禁頻率減少50%以上的患者 

(3)限由泌尿專科或婦產科醫師診斷及施行注射。 

◎前開注射劑量單位僅適用於Botox®劑量計算。 

1.6.2.2.Dysport (91/2/1、93/1/1、94/6/1、98/3/1、98/5/1、
100/8/1) 

1.使用於眼瞼痙攣或半面痙攣： 

(1)限12 歲以上，經區域以上（含）教學醫院之眼
科、神經內科或小兒神經科專科醫師診斷為眼瞼
痙攣或半面痙攣之病患使用。 

(2)需符合Spasm Intensity Scale 3 級（含）以上，
另有病歷記載病史6 個月以上者可申請治療。
(94/6/1) 

(3)每次注射最高劑量：眼瞼痙攣為每側80 單位，
半面痙攣為每側120 單位。每年最多注射3 次為
原則。 

2.使用於局部肌張力不全症（focal dystonia）（如斜
頸、書寫性痙攣、口顎部肌張力不全等） 

(1)限12 歲以上，經區域以上（含）教學醫院之神
經內科、小兒神經科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為局
部張力不全症之病患使用。 

(2)需有病歷記載已持續以其他方式治療6 個月以
上無效，且斜頸症者需符合Tsui’s rating scale for 

cervical dystonia 分數11 分（含）以上者。 

(3)每次注射最高劑量：斜頸症為600 單位，書寫性
痙攣及口顎部肌張力不全為280 單位，且每年最
多注射3 次為原則。 

(4)全身性肌張力不全症不在給付範圍。 

3.使用於腦性麻痺病患 

(1)限滿2 歲以上，經區域以上（含）教學醫院復健
科、神經內科或小兒神經科專科醫師診斷為痙攣
型腦性麻痺之病患使用。 

(2)其肢體之痙攣影響主動功能（如行走或手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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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該肢體之痙攣程度以Modified Ashworth 

Scale 評估為2 或3 級，且經藥物、復健或輔具
治療至少6個月以上無效者。 

(3)無固定不可逆之關節攣縮。 

(4)每次注射最高劑量每公斤體重30 單位（總劑量
不超過900 單位），下肢每塊肌肉每公斤體重使
用9~18 單位，上肢每塊肌肉每公斤體重使用3~6 

單位，且每年最多注射3 次。（94/6/1） 

(5)治療年齡（以申請日期起計）：下肢為2~10 歲，
上肢為2~12 歲。(94/6/1) 

(6)經外科手術治療之同肌肉部位不得再行注射。 

4.使用於成人中風後之手臂痙攣：（93/1/1、94/6/1、
98/3/1、100/8/1）(1)限20 歲以上，中風發生後，經
復健、輔具或藥物治療至少6 個月以上仍有手臂痙
攣，影響其日常活動(如飲食、衛生、穿衣等)者，
痙攣程度符合ModifiedAshworth Scale 評估2 或3 

級，且關節活動度（R1/R2）顯示顯著痙攣，並排
除臥床、手臂攣縮或關節固定不可逆攣縮者。
(94/6/1、98/3/1)(2)限地區醫院以上（含）神經內科
或復健科專科醫師診斷及注射。(94/6/1、100/8/1) 

(3)每次注射最高劑量Dysport 1000 單位，且每年最
多3 次。(94/6/1) 

(4)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請時需檢附病歷資
料、治療計畫及照片。 

(5)再次申請時需提出使用效果評估結果。 

(6)如因再次中風而導致臥床、手部肌肉攣縮或關節
固定不可逆攣縮者，則應停用。(98/3/1) 

◎前開注射劑量單位僅適用於  Dysport 劑量計
算。 

◎Spasm Intensity Scale： 

0 正常眨眼次數。 

1 眨眼次數因對外界刺激（如光、風等）而增加。 

2 輕微但明顯之眼瞼震顫（無痙攣），且未引起生
活不便。 

3 中度，且極明顯之眼瞼痙攣，且引起生活不便。 

4 嚴重影響生活（無法閱讀、駕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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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ified Ashworth Scale： 

0 無肌張力增加。 

1 肌肉張力輕微增加，表現在關節活動範圍之末
端。 

1+ 肌張力輕微增加，表現在關節活動一半範圍之
內。 

2 肌肉張力明顯增加，表現在整個關節活動範圍
內。 

3 肌張力更明顯增加，關節活動出現困難。 

4 肌張力極高，無關節活動可言。 

1.6.3.Tolterodine L-tartrate (如 Detrusitol) ; solifenacin 

succinate (如Vesicare)；mirabegron (如Betmiga):(90/7/1、
93/10/1、96/4/1、104/2/1) 

1.限符合下列診斷標準條件之一者： 

(1)頻尿：每天（24 小時）排尿次數超過八次，並有詳
實病歷紀錄。 

(2)急尿：病患自述經常有一種很突然、很強烈想解尿的
感覺。 

(3)急迫性尿失禁：對於尿急的感覺無法控制，並於24 小
時內至少也有一次漏尿之情形。 

2.不宜使用本類藥品者： 

(1)小兒夜尿。 

(2)單純性應力性尿失禁。 

(3)膀胱逼尿肌無反射（detrusor areflexia）或膀胱不收縮
所引起之排尿困難 

或尿失禁之症狀。 

3.Solifenacin succinate（如Vesicare）及mirabegron (如
Betmiga)藥品每天 

限使用1 錠。(104/2/1) 

第2 節心臟血管及腎臟藥物 

Cardiovascular-renal drugs 

2.1.抗血栓劑Antithrombotic agents 

2.1.1.血小板凝集抑制劑 Platelet aggregation in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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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1） 

2.1.1.1.Acetylsalicylic acid (Aspirin) 製劑（89/2/1） 

如用於抗血小板凝集，以每日一粒為原則。 

2.1.1.2.Ticlopidine ( 原 ticlopidine 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合併使用之情況條文修訂)：(87/4/1、88/9/1、
90/1/1、100/7/1) 

1. 限無法忍受 acetylsalicylic acid (Aspirin) 或對
acetylsalicylic acid(Aspirin) 有禁忌而需使用抗血
小板製劑之病患使用(88/9/1)。 

2.原則上本類製劑與acetylsalicylic acid (Aspirin) 不
宜合併使用，僅於冠狀動脈支架植入術後三個月內，
得依病情需要合併使用。(87/4/1、90/1/1） 

3.申報費用時需註明放置支架  (stent) 之日期。
（87/4/1、90/1/1、100/7/1) 

2.1.1.3.Tirofiban (如Aggrastat)：（91/2/1、99/10/1、
100/7/1) 附表十二 

1.限不穩定型心絞痛，對傳統療法無反應者，已預定
施行經冠狀動脈成形術之不穩定狹心症時，作為
heparin 的輔助療法，或非Q 波之心肌梗塞之病患
使用。 

2.急性Q 波心肌梗塞於症狀發生十二小時內，於執
行PTCA 時得併用tirofiban。 

2.1.1.4.Abciximab（如ReoPro）：(90/7/1、100/7/1) 

1.限不穩定型心絞痛，對傳統療法無反應者，已預定
施行經冠狀動脈成形術之不穩定狹心症時、作為
heparin 的輔助療法，或非Q 波之心肌梗塞之病患
使用。 

2.急性Q 波心肌梗塞於症狀發生十二小時內，於執
行PTCA 時得併用abciximab。 

2.1.1.5.Cilostazol（如Pletaal）：(90/6/1、100/7/1、104/4/1、
105/5/1) 

1.使用於無休息時疼痛及周邊組織壞死之間歇性跛
行病人（周邊動脈疾病Fontaine stage II），用於增
加最大及無痛行走距離。 

2.經生活模式改變及其他治療後，仍無法充分改善間
歇性跛行症狀病人二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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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於無法耐受acetylsalicylic acid 且屬非心因性栓
塞之腦梗塞患者，以預防腦梗塞之再復發，並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105/5/1)： 

(1)對acetylsalicylic acid 過敏。 

(2)臨床診斷確定為acetylsalicylic acid 所導致之消
化性潰瘍或上消化道出血、穿孔病史者。需於病
歷註明發生時間。 

(3)最近一年內臨床診斷確定為消化性潰瘍者。病歷
上應有明確消化性潰瘍之典型症狀紀錄及發病
時間。 

(4)最近一年內經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或上消化道
X 光攝影檢查證實消化性潰瘍或發生上消化道
出血、穿孔病史。需於病歷註明上消化道內視鏡
或 上 消 化 道 X 光 攝 影 檢 查 時 間 。 但 對
acetylsalicylic acid 無法耐受，且身體狀況無法忍
受內視鏡或消化道X 光攝影檢查者（如75 歲(含)

以上罹有中風或長期卧床者）不在此限。 

2.1.1.6 Clopidogrel（如Plavix）：(90/1/1、93/4/1、94/8/1、
96/10/1、100/7/1、101/12/1) 

1.限近期發生中風、心肌梗塞或週邊動脈血管疾病的
粥狀動脈硬化病人，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使用。
(90/1/1、94/8/1、96/10/1) 

(1)對acetylsalicylic acid (如Aspirin)過敏。 

(2)臨床診斷確定為acetylsalicylic acid (如Aspirin)

所導致之消化性潰瘍或上消化道出血、穿孔病史
者。需於病歷註明發生時間。 

(3)最近一年內臨床診斷確定為消化性潰瘍者。病歷
上應有明確消化性潰瘍之典型症狀紀錄及發病
時間。 

(4)最近一年內經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或上消化道
X 光攝影檢查證實消化性潰瘍或發生上消化道
出血、穿孔病史。需於病歷註明上消化道內視鏡
或 上 消 化 道 X 光 攝 影 檢 查 時 間 。 但 對
acetylsalicylic acid 無法耐受，且身體狀況無法忍
受內視鏡或消化道X 光攝影檢查者（如75 歲(含)

以上罹有中風、心肌梗塞、週邊動脈血管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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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狀動脈硬化或長期卧床者）不在此限。
(101/12/1) 

2.置放金屬支架3 個月內得與acetylsalicylic acid (如
Aspirin)合併使用；置放塗藥支架6 個月內得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如Aspirin)合併使用。需於病歷
註明支架置放手術之日期。 (90/1/1、 94/8/1、
101/12/1) 

3.置放金屬支架後發生支架內再狹窄而施行藥物釋
放型冠狀動脈氣球導管者， 1 個月內得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如Aspirin)合併使用；置放塗藥
支架後發生支架內再狹窄而施行藥物釋放型冠狀
動脈氣球導管者，與acetylsalicylicacid (如Aspirin)

合併使用期間可再延長1 個月。(101/12/1) 

4.用於已發作之急性冠心症(不穩定性心絞痛和心肌
梗塞)而住院的病人時，得與acetylsalicylic acid (如
Aspirin) 合併治療，最長9 個月。需於病歷註明住
院時間。（93/4/1、94/8/1、96/10/1） 

2.1.1.7.Eptifibatide（如Integrilin）：（95/8/1、100/7/1） 

1.限不穩定型心絞痛，對傳統療法無反應者，已預定
施行經冠狀動脈成形術之不穩定狹心症時、作為
heparin 的輔助療法，或非Q 波之心肌梗塞之病患
使用。 

2.急性Q 波心肌梗塞於症狀發生十二小時內，於執
行PTCA 時得併用eptifibatide。 

2.1.1.8.Clopidogrel-acetylsalicylic acid（如CoPlavix）：
(100/9/1、101/12/1) 

1.置放金屬支架3 個月內得使用；置放塗藥支架6 個
月內得使用。需於病歷註明 

支架置放手術之日期。(100/9/1、101/12/1) 

2.置放金屬支架後發生支架內再狹窄而施行藥物釋
放型冠狀動脈氣球導管者，1 個月內得使用；置放
塗藥支架後發生支架內再狹窄而施行藥物釋放型
冠狀動脈氣球導管者，使用期間可再延長1 個月。
(101/12/1) 

3.用於已發作之急性冠心症(不穩定性心絞痛和心肌
梗塞)而住院的病人時，最長9個月。需於病歷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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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時間。（100/9/1） 

2.1.1.9.Ticagrelor（如Brilinta）：(102/7/1) 

限用於已發作之急性冠心症(包括不穩定型心絞
痛、非ST 段上升型心肌梗塞或ST 段上升型心肌
梗塞)而住院的病人時，得與acetylsalicylic acid (如
Aspirin) 合併治療，最長9 個月。需於病歷註明
住院時間。 

2.1.2.血栓溶解劑Thrombolytic drugs (100/7/1) 

2.1.2.1.r-TPA（如Actilyse Inj）、 tenecteplase (如 

Metalyse) ： 

用於血管（不含腦血管）血栓時：(91/12/1、100/7/1) 

1.限具有心臟專科醫師之醫院使用。 

2.應使用於胸痛急性發作十二小時內，心電圖至少有
二導極呈現心肌缺氧變化，使用硝化甘油舌下片歷
經三十分鐘尚未能解除胸痛，有急性心肌梗塞之臆
斷者。 

3.懷疑有急性肺動脈栓塞病人。 

4.有周邊血管血栓病人。(93/1/1) 

5.應使用於無出血傾向之病人。有出血傾向之病人，
或最近有手術或出血現象之病人應避免使用。 

6.使用本藥劑前宜先檢查病患血小板、出血時間、凝
血時間、凝血原時間及血漿纖維原含量。 

7.醫院於病例發生時，應填寫「全民健康保險使用
r-TPA (Actilyse) 或tenecteplase (Metalyse Inj.) 申
報表（血管（不含腦血管）血栓病患用）」(請詳
附表二-A) 併附兩張有意義之不同時段心電圖於
當月份醫療費用申報。(93/1/1) 

8.醫院將 r-TPA 或tenecteplase 列為常備藥品，請於
申報時檢附心臟病診斷設備，加護病房 ( ICU 或
CCU ) 之相關資料，經本保險同意後再按使用規定
辦理。 

2.1.2.2.r-TPA（如Actilyse Inj）用於急性缺血性腦中
風時：(93/1/1、100/7/1) 

1.限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三小時內使用。 

2.使用醫院應具有神經內、外專科醫師及加護病房或
同等級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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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本藥品前，應先作病人腦部電腦斷層或磁振造
影檢查、神經學檢查 (含NIHSS)、心電圖、胸部X 光、
凝血時間、凝血酶原時間、肝腎功能及血糖，並且
必須符合「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之血栓溶解治療檢查
表」(請詳附表二-C) 條件。 

4. 醫院於病例發生後，於當月醫療費用申報時，應
填寫「全民健康保險使用r–TPA(Actilyse) 申請表
（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患用）」(請詳附表二-B)，
並附注射前及24 小時、36 小時後之腦部電腦斷層 

(或磁振造影檢查) 與NIHSS。 

2.1.2.3.刪除(101/4/1) 

2.1.3.肝素類Heparin group 

2.1.3.1.Tinzaparin 注射劑（如Innohep）：90/7/1、91/9/1、
100/7/1) 

1.用於治療深層靜脈栓塞，每療程以二瓶為限。 

2.用於預防手術病人深層靜脈栓塞，每療程以一瓶為
限。 

3.用於治療肺栓塞。 

2.1.4.其他抗血栓劑  Other antithrombotic agents：
(100/7/1) 

2.1.4.1. Fondaparinux（如Arixtra）： (100/4/1、100/7/1、
103/2/1)限用於 

1.治療ST 段升高型心肌梗塞(STEMI)的急性冠狀症
候群之病患，藉以預防使用血栓溶解劑治療或原先
即不準備接受任何其它型式之再灌流治療的患者
發生死亡和心肌再度梗塞。 

2.治療年齡大於或等於60 歲患有不穩定型心絞痛或
非ST 段升高型心肌梗塞(UA/NSTEMI)且不適合接
受緊急(120 分鐘內)侵入性治療(PCI)者，其症狀開
始時間需在24 小時之內，且血清肌酸酐需小於3.0 

mg/dL。(103/2/1) 

3.靜脈血栓高危險（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病患，接受
人工髖或膝關節置換術或再置換術後，預防其術後
之靜脈血栓(VTE)，限用2.5 mg 針劑皮下注射，每
日一劑，最多5 週：(103/2/1) 

(1) 曾發生有症狀之靜脈血栓症病史（須於病歷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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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明發生之時間與診療過程）之病患。經靜脈
超音波檢查（Venous ultrasonography）、靜脈攝
影（Venography）或血中D-dimer 檢測，診斷為
靜脈血栓症之病患。 

2.1.4.2.Rivaroxaban(如Xarelto)（101/1/1、102/2/1、
103/5/1、104/12/1、105/5/1）限用於 

1.靜脈血栓高危險（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病患，接受
人工髖或膝關節置換術或再置換術時，預防其術後
之靜脈血栓栓塞症(VTE)，限用10mg 錠劑，每日
一粒，人工髖關節手術術後治療，最多5 週；人工
膝關節手術術後治療，最多2 週： 

(1)曾發生有症狀之靜脈血栓症病史（須於病歷詳細
說明發生之時間與診療過程）之病患； 

(2)經靜脈超音波檢查（Venous ultrasonography）、
靜脈攝影（Venography）或血中D-dimer 檢測，
診斷為靜脈血栓症之病患。 

2.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02/2/1、103/5/1、105/5/1) 

(1)曾發生中風或全身性栓塞。 

(2)左心室射出分率小於40%。 

(3)有症狀之心臟衰竭：收案前依紐約心臟協會衰竭
功能分級為第二級或以上。 

(4)年齡75 歲(含)以上。 

(5)年齡介於65 歲至74 歲且合併有糖尿病、高血壓
或冠狀動脈疾病。 

(6)每日1 次，每次限1 顆。（103/5/1) 

(7)排除標準： 

Ⅰ病人曾有嚴重心臟瓣膜疾病。 

Ⅱ14 天內發生中風。 

Ⅲ收案前的6 個月內發生嚴重中風。 

Ⅳ有增加出血風險的情況。 

Ⅴ肌酸酐清除率小於15mL/min。 

Ⅵ活動性肝病和懷孕。 

3.治療深部靜脈血栓與肺栓塞及預防再發性深部靜
脈血栓與肺栓塞(103/5/1、104/12/1)： 

(1)須經影像學或血管超音波檢查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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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1日至21日，每日早晚各一次，每次限用一粒。 

(3)第22日起，每日一次，每次限用一粒，每6個月
評估一次。 

2.1.4.3. Apixaban（如Eliquis）(103/6/1) 

1.限用於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且須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1)曾發生中風或全身性栓塞。 

(2)左心室射出分率小於40%。 

(3)有症狀之心臟衰竭：收案前依紐約心臟協會衰竭
功能分級為第二級或以上。 

(4)年齡75 歲(含)以上。 

(5)年齡介於65 歲至74 歲且合併有糖尿病、高血壓
或冠狀動脈疾病。 

(6)每日2 次，每次限用1 顆。 

2.排除標準： 

(1)病人曾有嚴重心臟瓣膜疾病。 

(2)14 天內發生中風。 

(3)收案前的6 個月內發生嚴重中風。 

(4)有增加出血風險的情況。 

(5)肌酸酐清除率小於 30 mL/min。 

(6)活動性肝病和懷孕。 

2.1.4.4.Edoxaban(如Lixiana)：(105/9/1)限用於 

1.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 

(1)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Ⅰ.曾發生中風或全身性栓塞。 

Ⅱ.左心室射出分率小於40%。 

Ⅲ.有症狀之心臟衰竭：收案前依紐約心臟協會衰
竭功能分級為第二級或以上。 

Ⅳ.年齡75 歲(含)以上。 

Ⅴ.年齡介於65 歲至74 歲且合併有糖尿病、高血
壓或冠狀動脈疾病。 

(2)每日1 次，每次限1 顆。 

(3)排除標準： 

Ⅰ.病人曾有嚴重心臟瓣膜疾病。 

Ⅱ.14 天內發生中風。 

Ⅲ.收案前的6 個月內發生嚴重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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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有增加出血風險的情況。 

Ⅴ.肌酸酐清除率小於 15 mL/min，或大於 95 

mL/min。 

Ⅵ.活動性肝病和懷孕。 

2.治療深部靜脈血栓與肺栓塞： 

(1)須經影像學或血管超音波檢查診斷。 

(2)接受至少5 日非經腸道抗凝血劑注射治療後，開
始每日1 次，每次限1 顆，每6個月評估一次。 

2.1.5.直接凝血酶抑制劑 (Direct thrombin inhibitors

（101/6/1、104/12/1） 

2.1.5.1.Dabigatran 110mg 及 150mg （ 如 Pradaxa 

110mg 及150mg）（101/6/1、104/12/1） 

1.限用於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且須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1)曾發生中風或全身性栓塞。 

(2)左心室射出分率小於40%。 

(3)有症狀之心臟衰竭：收案前依紐約心臟協會衰竭
功能分級為第二級或以上。 

(4)年齡75 歲(含)以上。 

(5)年齡介於65 歲至74 歲且合併有糖尿病、高血壓
或冠狀動脈疾病。 

2.排除標準： 

(1)病人曾有嚴重心臟瓣膜疾病。 

(2)14 天內發生中風。 

(3)收案前的6 個月內發生嚴重中風。 

(4)有增加出血風險的情況。 

(5)肌酸酐清除率小於 30 mL/min。 

(6)活動性肝病和懷孕。 

2.1.5.2.Dabigatran 75mg（如Pradaxa 75mg）（104/12/1） 

1.限用於靜脈血栓高危險（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病患，
接受人工髖或膝關節置換術或再置換術時，預防其
術後之靜脈血栓栓塞症(VTE)，限用75mg，每日至
多二粒，人工髖關節手術術後治療，最多5 週；人
工膝關節手術術後治療，最多2週： 

(1)曾發生有症狀之靜脈血栓症病史（須於病歷詳細
說明發生之時間與診療過程）之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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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靜脈超音波檢查（Venous ultrasonography）、
靜脈攝影（Venography）或血中D-dimer 檢測，
診斷為靜脈血栓症之病患。 

 

2.排除標準： 

(1)病人曾有嚴重心臟瓣膜疾病。 

(2)14 天內發生中風。 

(3)收案前的6 個月內發生嚴重中風。 

(4)有增加出血風險的情況。 

(5)肌酸酐清除率小於 30 mL/min。 

(6)活動性肝病和懷孕。 

2.2.血管擴張劑 Vasodilators 

2.2.1.(刪除)（101/9/1） 

2.2.2.Nimodipine inj（如Nimotop）：(87/4/1、93/2/1) 

預防、治療因動膜瘤引起之蜘蛛膜下出血後，腦血
管痙攣所引起的缺血性神經缺損，可使用二星期，
需附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報告。 

2.2.3.Papaverine inj： 

限血管攝影及血管手術病例使用。 

2.3.血管收縮劑 Vasoconstrictors 

2.3.1. Sumatriptan succinate（如Imigran）；rizatriptan

（如Migoff）：(88/9/1、93/8/1、94/11/1、97/1/1、
97/6/1、97/9/1) 

1.限符合國際頭痛協會  (International Headache 

Society) 一九八八年訂定的「偏頭痛」診斷標準者：
（97/9/1） 

(1)至少有五次能符合(2)至(4)項的發作。 

(2)頭痛發作持續四至七十二小時。 

(3)頭痛至少具下列二項特徵： 

Ⅰ單側 

Ⅱ搏動性 

Ⅲ程度中等或重度(日常生活受限制甚或禁絕) 

Ⅳ上下樓梯或類似之日常活動會使頭痛加劇 

(4)當頭痛發作時至少有下列一情形： 

Ⅰ噁心或嘔吐 

Ⅱ畏光及怕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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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偏頭痛之發作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無法工作或作
家事或上課) 者。（97/9/1） 

3.經使用其他藥物無效者。 

4.每月限用四次，且 

(1)Sumatriptan succinate 口服劑型藥品每次用量不
超過100 mg，毎月不超過400 mg。 

(2)Sumatriptan succinate 鼻噴劑型藥品每次用量不
超過一劑  (10mg 或20mg)，毎月不超過四劑 

(10mg 或20mg)。（93/8/1、94/11/1、97/1/1、97/9/1） 

(3)Rizatriptan 口服劑型藥品每次用量不超過10 mg，
毎月不超過40 mg。（97/6/1） 

5.不得同時處方含有ergotamine 製劑或其衍生物類
藥物。 

6.不得作為預防性使用。 

7.不得使用於曾患有心肌梗塞、缺血性心臟病、
Prinzmetal 氏狹心症、冠狀血管痙攣者及高血壓未
受控制的患者。 

8.青少年符合上述第1、2、3 項者，限使用鼻噴劑型
藥品。（97/9/1） 

2.4.泌尿道疾患治療藥物 Agents used to treat urological 

disorders 

2.4.1.Alprostadil：(86/9/1) 

如用於勃起機能障礙之治療，不予給付。 

2.4.2.Potassium citrate（如Urocit-K tab）： 

限泌尿道結石或腎小管性酸毒症病人使用。 

2.4.3.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 ( 如 Elmiron 

Cap)(92/12/1) 

1.用於間質性膀胱炎。 

2.病患應同時符合下列情形： 

(1)出現尿急、頻尿、骨盆腔疼痛、夜尿症狀一年以上。 

(2)尿液常規檢查或培養無感染，及尿液細胞學檢查
無惡性細胞。 

(3)麻醉下膀胱鏡水擴張後出現腎絲球狀出血
（glomerulation）或Hunner's 潰瘍，或未出血但
膀胱容量在麻醉下小於500 毫升。 

(4)連續二天排尿日誌顯示每次排尿量少於300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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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且每天排尿次數至少大於十次以上。 

(5)曾以傳統治療（包括膀胱擴張、藥物、物理治療
等）治療四週以上仍無效果3.原則上每一療程以六
個月為限，療程結束前應評估其療效，如症狀未有
改善且無不良反應出現者，可再繼續另一療程。 

4.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2.5.(刪除)(100/7/1) 

2.6.降血脂藥物 Drugs used for dyslipidemia 

2.6.1.全民健康保險降血脂藥物給付規定表（86/1/1、
87/4/1、87/7/1、91/9/1、93/9/1、97/7/1、102/8/1） 

全民健康保險降膽固醇藥物給付規定表 

非藥物治療起始藥物治療血脂值血脂目標值處方
規定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患與藥物治療可並行
TC≧160mg/dL 或 LDL‐C≧100mg/dLTC ＜
160mg/dL 或LDL‐C＜100mg/dL第一年應每3‐6 

個月抽血檢查一次，第二年以後應至少每6‐12 個
月抽血檢查一，同時請注意副作用之產生如肝功能
異常，橫紋肌溶解症。 

2 個危險因子或以上給藥前應有3‐6個月非藥物治
療 : TC≧200mg/dL 或LDL‐C≧130mg/dL ,TC＜
200mg/dL 或LDL‐C＜130mg/dL 

1 個危險因子給藥前應有3‐6個月非藥物治療
TC≧240mg/dL 或 LDL‐C≧160mg/dL, TC ＜
240mg/dL 或LDL‐C＜160mg/dL 

0 個危險因子給藥前應有3‐6個月非藥物治療
LDL‐C≧190mg/dL LDL‐C＜190mg/dL心血管疾
病定義： 

(一) 冠狀動脈粥狀硬化病人：心絞痛病人，有心導
管證實或缺氧性心電圖變化或負荷性試驗陽性
反應者(附檢查報告) 

(二) 缺血型腦血管疾病病人包含： 

1.腦梗塞。 

2.暫時性腦缺血患者(TIA)。（診斷須由神經科醫師
確立） 

3.有症狀之頸動脈狹窄。（診斷須由神經科醫師確立）
危險因子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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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血壓 

2.男性≧45 歲，女性≧55 歲或停經者 

3.有早發性冠心病家族史(男性≦55 歲，女性≦65 歲) 

4.HDL‐C<40mg/dL 

5.吸菸(因吸菸而符合起步治療準則之個案，若未戒
菸而要求藥物治療，應以自費治療)。全民健康保
險降三酸甘油酯藥物給付規定表 

非藥物治療起始藥物治療三酸:  

甘油酯值,三酸甘油酯目標值處方規定心血管疾
病 或 糖 尿 病 病 人 與 藥 物 治 療 可 並 行
TG≧200mg/dL 且 (TC/HDL‐C>5 或
HDL‐C<40mg/dL), TG＜200mg/dL 第一年應每
3‐6 個月抽血檢查一次，第二年以後應至少每
6‐12 個月抽血檢查一次，同時請注意副作用之產
生如肝功能異常，橫紋肌溶解症。 

無心血管疾病病人給藥前應有3‐6 個月非藥物治
療 : TG≧200mg/dL 且 (TC/HDL‐C>5 或
HDL‐C<40mg/dL), TG＜200mg/dL無心血管疾病
病人與藥物治療可並行TG≧500mg/dL TG＜
500mg/dL 

2.6.2.Ezetimibe (如Ezetrol Tablets)：(94/6/1) 

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同型接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
症、同型接合子性麥脂醇血症(植物脂醇血症)患者並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降血脂藥物給付規定表且對
Statins 類藥品發生無法耐受藥物不良反應（如
Severe myalgia、Myositis）者。 

2.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降血脂藥物給付規定表經使用
Statins 類藥品單一治療3個月未達治療目標者，得
合併使用本案藥品與Statins 類藥品。 

2.6.3.Ezetimibe + simvastatin（如Vytorin 10/20mg、
Vytorin 10/10mg）：(95/12/1)： 

限用於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同型接合子家族性高
膽固醇血症(HOFH) 病患並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降
血脂藥物給付規定表者。 

2.7.乙型擬交感神經阻斷劑Beta blocking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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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prolol succinate 23.75mg（如Betaloc ZOK 25mg）
(93/5/1)限用於慢性心衰竭病患。 

2.8.其他 Miscellaneous 

2.8.1.腦循環改善劑、腦代謝改善劑及血球流變改善劑：
(87/4/1) 

因治療上需要使用腦循環改善劑或腦代謝改善劑
或血球流變改善劑時，最多使用一類，且需檢附相
關之紀錄或報告，並於病歷上詳細記載。 

2.8.2.肺動脈高血壓治療劑(95/1/1、97/6/1、98/12/1、
99/11/1、100/4/1、103/7/1、104/6/1、104/8/1)： 

此類藥物原則上不得併用，惟符合下列之一情況者，
得經事前審查核准通過接受合併治療： 

1.WHO Functional Class III 及IV 嚴重且危及生命
之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患者，使用單一藥物治療成
效不佳時。 

2.WHO Functional Class III 之先天性心臟病續發肺
動脈高血壓患者，使用單一藥物治療三個月後成效
不佳時。（104/8/1） 

2.8.2.1.Iloprost (如Ventavis、 Ilomedin-20)：(95/1/1、
99/11/1、100/4/1) 

1.吸入劑：限用於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之治療。 

2.輸注液：限用於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且合併右心室
衰竭嚴重度高於class III。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2.8.2.2.Sildenafil (如Revatio)： (97/6/1、100/4/1、
102/8/1) 

1.用於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結締組織病變導致之肺
動脈高血壓或先天性心臟病併發之肺動脈高血壓
(Eisenmenger 症 候 群 ) 運 動 能 力 差  (WHO 

FunctionalClass III 及IV) 患者。(102/8/1)。 

2.不得與任何有機硝酸鹽藥物合併使用。 

2.8.2.3.Ambrisentan（如Volibris）；macitentan（如
Opsumit）（98/12/1、103/7/1、104/8/1）： 

1.限用於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之治療。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每次限用1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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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4.Riociguat（如Adempas）(104/6/1）：1.限用
於 

(1)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之治療。 

(2)無法手術或術後仍持續發生或復發、肺功能分級
為WHO 第II 級到第III 級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
高壓 (CTEPH，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hypertension)之成年患者。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每次限用1 粒。 

2.8.2.5.Bosentan（如Tracleer）（98/12/1、103/7/1、
104/8/1）： 

1.用於原發性肺動脈高血壓。 

2.用於因先天性心臟病續發WHO Functional Class 

III 肺 動 脈 高 血 壓 ( 伴 隨 先 天 性
Systemic-to-pulmonary shunts 與 Eisenmenger 

physiology)。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4.每次限用1 粒。 

2.9.利尿劑 Diuretics（100/1/1） 

2.9.1.Eplerenone (如Inspra)：（100/1/1、104/12/1） 

限使用於對spironolactone 無法耐受之下述個案： 

1. 心肌梗塞後之心衰竭病人。 

2. 紐約心臟學會(NYHA) 心臟功能分類第II 級(含)

以上之慢性心衰竭及左心室收縮功能不全
(LVEF≦30%)的成人患者。(104/12/1） 

2.10.抗心律不整劑Antiarrhythmics（100/8/1） 

2.10.1.Dronedarone (如Multaq) (100/8/1) 

1.Multaq 適用於最近6 個月內有陣發性或持續性心
房纖維顫動(AF)或心房撲動(AFL)，且目前處於竇
性節律（sinus rhythm）狀態或即將接受治療成為正
常節律的患者，可降低病患發生心血管疾病而住院
的風險： 

(1)年齡≧70 歲以上，曾有過心房纖維顫動（AF）
或心房撲動(AFL)之病患； 

(2)65≦年齡＜70 歲，且帶有下列心血管相關危險
因子之ㄧ的患者（例如：高血壓、糖尿病、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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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過腦血管意外、左心房直徑≧50mm 或左心室
射出率【LVEF】30＜40％）。 

2.不得使用於有心衰竭住院診斷史病人。 

2.11.抗痛風劑 Antigout agents 

2.11.1.Febuxostat（如Feburic）：（101/4/1、103/3/1、
105/8/1） 

限慢性痛風患者之高尿酸血症使用，且符合以下條
件之一： 

1.曾使用過降尿酸藥物benzbromarone 治療反應不
佳，尿酸值仍高於6.0 mg/dL。（103/3/1） 

2.患有慢性腎臟病 (eGFR＜45 mL/min/1.73m2 或
serum creatinine≧1.5mg/dL)，或具尿酸性腎臟結石
或尿酸性尿路結石，或肝硬化之痛風病人。（103/3/1、
105/8/1） 

2.11.2.含allopurinol 成分製劑(105/2/1) 

1.限使用於痛風症、痛風性關節炎、尿酸結石、癌症
或經化學治療產生之高尿酸血症之治療。 

2.本藥品可能發生嚴重藥物不良反應，故不得使用於
非核准之適應症。且須充分提醒病人相關不良反應
症狀及後續作為。 

2.12.Ivabradine(如Coralan) (103/5/1) 

1.限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慢性心衰竭患者使用: 

(1)依紐約心臟協會(NYHA)衰竭功能分級為第二
級或第三級。 

(2) 心 臟 收 縮 性 功 能 不 全 ， 且 Ejection 

Fraction≦35%。 

(3)竇性心率且每分鐘心跳速率≧75。 

(4)對使用β-阻斷劑為禁忌症或不耐受時。 

2.每日使用二次，每次用量限不超過一粒。 

2.13.Tolvaptan (如Samsca)(105/9/1)： 

1.限用於住院病人罹患心臟衰竭及抗利尿激素分泌
不當症候群（SIADH）引起之低血鈉症(血清鈉濃
度低於125mEq/L)，經傳統治療(包括限水， loop 

diuretics 及補充鹽分等) 48 小時以上症狀仍無法
改善之成年患者，鈉濃度達125mEq/L(含)以上應即
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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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位病人每年限給付3 次療程，同次住院限給付1 

次療程。每次療程最多給付4日，每日最多給付1 

粒。 

3.須於使用後監測肝功能，肝功能指數大於正常上限
3 倍者應停用。 

2.14. Sacubitril+Valsartan (如Entresto)：(106/3/1) 

1.限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慢性心衰竭患者使用: 

(1) 依紐約心臟協會(NYHA)衰竭功能分級為第二
級或第三級。左心室收縮功能不全，左心室射出
分率(LVEF)≦35%。 

(2) 經ACEI 或ARB，及合併β-阻斷劑穩定劑量治
療達4 週以上，仍有症狀者。 

2.每日限最多使用2 粒。3.不應與ACEI 合併使用，
開始使用本藥，至少要和ACEI 間隔36 小時。曾
有血管性水腫(angioedema)病史者，禁止使用。 

 

第3 節代謝及營養劑 Metabolic & 

nutrient agents 

3.1.靜脈營養輸液 Parenteral nutritions 

3.1.1. Fat emulsion：或含Fat emulsion 之靜脈營養輸液
(如含glucose、lipid、amino acid 及electrolytes 三合
一靜脈營養輸液)：(97/11/1、98/7/1、98/12/1)限 

1.嚴重燒傷病人，為靜脈營養補充。 

2.使用全靜脈營養者。 

3.重大手術後五至七天仍不能經腸道進食者，每日不
超過一瓶為原則。(98/12/1) 

3.2.維生素 Vitamins（使用維生素醫治之適應症詳附表
三-Ａ） 

3.2.1.Mecobalamin 製劑：(85/4/1、100/8/1) 

限符合以下條件之一使用： 

1.糖尿病併發周邊神經病變並具有臨床神經學病徵 

(須於處方上敘明)。 

2.經神經科專科醫師診斷或經神經傳導(NCV)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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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之慢性多發性神經病變 

(chronic polyneuropathy)。（100/8/1） 

3.2.2.活性維生素D3 製劑 (如alfacalcidol；calcitriol) 

限下列病例使用：（86/1/1、91/7/1、100/1/1） 

1.Vit.D 依賴型佝僂症或低磷血佝僂症。(應附醫學
中心之診斷証明) 

2.副甲狀腺機能低下症。(應檢附病歷影本) 

3.慢性腎不全引起之低血鈣症，並限腎臟功能失調 

( 即 BUN 值 80 mg/dL 以上或 creatinine 值 4.0 

mg/dL 以上或PTH-i 大於正常值三倍以上)，血中
鈣濃度在10.5 mg/dL 以上之病例不可使用。 

4.停經後婦女患有脊椎壓迫性骨折或髖骨骨折病
患。 

3.3.其他 Miscellaneous 

3.3.1.肝庇護劑：(85/1/1、88/3/1、94/7/1) 

1.肝硬化、肝炎患者，限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醫師
依肝功能和影像檢查或病理切片檢查確實診斷後，
視病情需要處方之。(94/7/1) 

(1)HBV (+) 及HCV (+) 之病患且GOT、GPT 值大
於(或等於)正常值上限1 倍以上 

(2)任何原因所引起之肝硬化且GOT、GPT 值大於
(或等於)正常值上限1 倍以上。 

(3)HBV (-) 及HCV (-) 之病患，GOT、GPT 值大
於(或等於)正常值上限2 倍以上。 

2.肝庇護劑之使用，門診以口服一種為原則；使用於
高血氨症(hyperammonemia) 

之肝庇護劑應檢附氨之異常報告。 

3.使用肝庇護劑應檢附肝功能報告，該報告有效期為
三個月，逾期應再複查。 

4.肝功能檢查如檢查結果正常，應停止用藥，在檢查
未得結果前，所用藥物以一週為宜。 

3.3.2.α-Keto acid-amino acid 製劑(如Ketosteril)：限 

1.限慢性腎衰竭病患行低蛋白飲食治療，連續三個月，
每個月之腎絲球過濾率eGFR≦15mL/min /1.73 m2 

且尚未接受透析治療，每日至多使用六顆。(98/11/1、
10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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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時應每兩個月檢查一次，腎絲球過濾率
eGFR≧25mL/min/1.73 m2 時，或服用本品期間病
人若發生體重減輕>5%或血清白蛋白降低>5%之情
況或病人不遵守低蛋白飲食時，應即停藥。
(104/12/1) 

3.本品不得用於透析及換腎病患，並不得做為一般營
養補充劑。(103/4/1) 

4.使用本品時不得與同類品製劑(例如 Amiyu‥）同
時處方。(93/12/1) 

3.3.3.Glucosamine sulfate：（88/9/1、93/8/1） 

1.需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1)六十歲以上之膝關節炎病患，其放射線分期(依
Ahlbäck 分期) stage III (含III) 以下 (stage I, II, 

III 需於病歷中記載或附報告)。 

(2)膝關節炎症狀達六個月以上，其Lequesne’s 

severity index for knee OA至少7 points。 

2.原則上每日最大劑量為750 mg；若病情需要增加劑
量，則需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一療程最長十二
週，每次處方均需記錄用藥史及 Lequesne’s 

severityindex，療程結束後評估療效，其效果不佳
者應即停用；如症狀確有改善，需停藥三個月，方
可開始另一療程；每年最多使用二療程。(93/8/1) 

3.開刀置換人工膝關節後，不得使用glucosamine 製
劑。 

備註:Ahlbäck 分期法 

Classification of severity of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Ahlbäck 1968) 

Stage Radiographic change 

I At most a slight reduction of the cartilage height 

II Obliteration of the joint space 

III Bone loss of ≦7mm measured along the medial 

or lateral margins 

of the joint from a line perpendicular to the axis 

of the tibia 

and tangential to the unaffected articular surface 

IV Bone loss >7mm measured a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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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Bone loss >7mm with subluxation, defined as 

lateral displacement 

of the tibia by at least 10 mm in relation to the 

femur 

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Vol. 72-B, No.2, March 1990. 

3.3.4.口服鈣質補充劑oral calcium salt：（89/2/1） 

限下列病患使用： 

1. 骨質疏鬆（osteoporosis）或軟骨病（osteomalacia）
病患。 

2. 高磷酸鹽血症（hyperphosphatemia）或低血鈣症
（hypocalcemia）。 

3. 長期使用糖皮質類固醇（glucocorticoid）病患。 

4. 腎衰竭病患。 

3.3.5.Nutrineal PD4 with 1.1% Amino Acid：(91/2/1、
92/10/1、99/5/1) 

1.限長期接受腹膜透析之病患使用；該病患至少接受
腹膜透析（CAPD）三個月以上者。 

2.每天限使用一袋代替葡萄糖腹膜透析液。 

3.serum albumin ≦3.5gm/dL 或nPNA <0.9 患者使用，需
附開始CAPD 當月的檢驗報告影本。【註 : nPNA 

(normalized protein equivalent of total nitrogen appearance) 

(gm/kg/day) = [10.76×(0.69×UNA+1.46)] ÷body weight 

(kg)】 

4.每週Kt/V 需＞1.7。(92/10/1、99/5/1) 

5.不得同時合併其他胺基酸（amino acid）使用。 

3.3.6."Baxter" Extraneal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 

With 7.5% Icodextrin(93/12 /1、96/1/1、99/9/1、
100/2/1） 

1.限下列病患使用： 

(1)high transporters 病患，用於每天長留置期。
(100/2/1) 

(2)脫水衰竭病患及臨界脫水衰竭邊緣之病患，即病
患： 

I.使用4.25% 傳統式葡萄糖腹膜透析液4 小時內
脫水量小於等於400cc.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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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每天使用總袋數1/2 以上（含）2.5﹪或4.25﹪
葡萄糖腹膜透析液。 

III.體重20 公斤以下之兒童，脫水困難或會倒吸
者，每天使用3 袋（含）2.5﹪或4.25﹪葡萄糖
腹膜透析液。 

IV.申報時，應檢附最近3 個月內，殘餘尿量與每
日脫水量之相關文件，以及使用Extraneal 

solution 前，每日脫水量之相關資料，供審查
參考。(99/9/1) 

(3)HbA1c 大於7.0 ﹪的糖尿病腹膜透析病患，用
於每天長留置期。 

(4)腹膜炎病患。 

2.每天限用一袋。 

3.3.7.Sodium bicarbonate 成分之口服製劑給付規定：
(95/8/1、96/12/1)限用於代謝性酸中毒。 

3.3.8.Idursulfase (如Elaprase solution for intravenous 

infusion) 給付規定： 

(96/7/1、99/8/1 ) ： 

1.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2.除了臨床表徵及尿液葡萄醣胺聚醣定性、定量檢驗
的佐證外，須證明患者週邊血液白血球或血漿，或
經培養之皮膚纖維芽細胞的IDS 酵素活性缺乏，或
者是患者位於X 染色體Xq27-28 位點上之IDS 基
因經分子生物學檢驗確認有一處已知或必然會引
起黏多醣第Ⅱ型（MPS Ⅱ）之突變。 

3.限小兒遺傳專科醫師使用。 

4.每次回診時，應追蹤評估治療效果，以決定是否用
續用，並於病歷詳細記錄。5.治療前應與患者及家
屬充分溝通告知下列事項，並請其簽名確認已被告
知，留存病歷備查： 

(1)確定其了解治療的預期效果。 

(2)患者有義務接受定期追蹤評估，在中樞神經症狀
明顯退化情況下，主治醫師在向患者及家屬清楚
解釋後，適時停止 idursulfase 之治療。 

6.患者須符合下列5 項條件，每一年須重新評估一次： 

(1)需檢附尿中葡萄胺聚醣（Ur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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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cosaminoglycans）與肌酸酐比值
（GAG/Crratio）。 

(2)呼吸功能檢查：血液中氧氣飽和度（SpO2）在2 

小時內需持續維持1 小時以上≧90%。 

(3)可執行6 分鐘步行測驗（6-minute walk test）或
於5 歲以下幼童以DDST（Denver Developmental 

Screening Test）粗動作及精細動作（ Gross 

Motorand Fine Motor）檢測，發展進程年齡與實
際年齡商數不低於60%。 

(4)未經治療之患者沒有任何會影響健康之症狀。 

(5)患者無明顯之中樞神經症狀退化。 

7.須立即停止idusulfase 治療的情形： 

(1)因 idursulfase 無法通過血腦屏障 (blood-brain 

barrier)，靜脈注射idursulfase 無法有效治療MPS 

ⅡA，若有明顯中樞神經系統退化之臨床表徵時，
應判為MPS ⅡA 且不予治療。 

(2)有證據顯示病人開始呈現明顯的中樞神經系統
退化之臨床表徵。 

(3)病人在接受ERT 時發生其它致命的疾病，這表
示病人無法獲得idursulfase的療效。 

(4)病人發生嚴重不良反應。 

(5)病人無法配合最適療程所需的注射規定或無法
配合療效的評估。 

8.重新申請時，若有下列任一情況，即不再給予
idursulfase 之治療： 

(1)尿中葡萄胺聚醣與肌酸酐比值：於接受治療的第
一年之後評估，較前一年有50%以上的增加；第
二年之後評估，較之前一年有100%以上的增
加。 

(2)6分鐘步行測驗：較之前一年退步50%以上或連
續2 年有退步現象；5 歲以下幼童以DDST 粗動
作及精細動作檢測，發展進程年齡與實際年齡商數
低於60%，或比初次檢測時之發展進程年齡退步。 

(3)呼吸功能檢查：血液中氧氣飽和度在2 小時內無
法持續維持1 小時以上≧90%。 

9.請參考「中華民國人類遺傳學會黏多醣第II 型治



 

79 

 

療原則」(附表二十五)。 

3.3.9.Imiglucerase (如Cerezyme inj.)：（97/7/1） 

1.限用於第一型高雪氏症之治療。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3.10.Laronidase (如Aldurazyme inj.)：（97/7/1） 

1.限用於黏多醣儲積症第一型之治療。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3.11.Miglustat（如Zavesca）(98/8/1) 

1.限用於第一型高雪氏症、Niemann-Pick Disease 

Type C 之治療。 

2.本品使用於Niemann-Pick Disease Type C 之規
定： 

(1)需事前審查，核准後才得以使用。 

(2)申請使用藥物時需附上之資料包括: 

Ⅰ生化或基因分析等足以確定診斷之依據。 

Ⅱ臨床、神經學或影像上顯示有神經系統之侵
犯。 

(3)限遺傳或神經專科醫師使用，每六個月須再申請
事前審查一次。 

(4)治療前應告知患者及家長其有義務接受定期追
蹤評估。 

(5)醫師應定期追蹤評估治療效果及副作用。 

(6)申報費用時須檢附病歷資料。 

(7)排除條件 

Ⅰ對於嚴重腎損傷患者（肌酸酐廓清率小於
30mL/min/1.73m2）不建議使用Zavesca。 

Ⅱ無神經症狀之患者不建議使用。 

3.3.12.Sodium phenylacetate＋Sodium benzoate（如
Ammonul inj）： (99/2 /1) 

限用於先天性尿素循環代謝障礙之急性血氨症及
伴隨腦部病變。 

3.3.13.Agalsidase alfa 及agalsidase beta (如Replagal 

Infusion 及FabrazymeInjection)：(102/1/1、103/9/1) 

1.限用於 

(1)患者白血球或血漿alpha- galactosidase A 活性
缺乏，或是患者之alphagalactosidaseA 基因上存



 

80 

 

在有已知或必然會引起法布瑞氏症之突變且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使用： 

I.出現肢端疼痛或排汗障礙症狀； 

II.出現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尿(Microalbuminuria)、
不整脈或心室肥大等表徵；(2)法布瑞氏症心臟
變異型(Cardiac Variant)患者且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使用：I.除了心臟病變外，且已合併出現法
布瑞氏症神經、皮膚、腦部之病徵(例如肢端疼
痛、排汗障礙症狀、或中風等)或腎臟病變(例
如蛋白尿或微蛋白尿並經切片證實與法布瑞氏
症相關)； 

II.除了具法布瑞氏症Cardiac Variant 基因者，且
符合「法布瑞氏症心臟變異型心臟功能評估指
標表」(附表)第1 項至第9 項中，至少兩項指
標，則可於接受心臟組織切片檢查 cardiac 

biopsy)證實有GL3 或lyso-Gb3 脂質堆積者：
(103/9/1)(I)除了具法布瑞氏症Cardiac Variant 

基因者，且同時具有明確的高血壓或糖尿病等
心肌病變危險因子，應讓患者妥善控制此等危
險因子半年後，如有需要，再進行是否需要法
布瑞氏症酵素補充治療之評估。 

(II)申請時，需檢附相關檢查及檢驗資料，以及至
少半年之高血壓或糖尿病心肌病變危險因子之
治療紀錄。 

2.標準劑量Fabryzyme 1 mg/Kg/every 2 weeks；
Replagal 0.2mg/Kg/every 2weeks。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之療程以1 年
為限，申請續用時需檢送酵素補充治療療效評估資
料，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則不予同意使用。 

(1)心臟MRI 檢查若心肌纖維化程度惡化為重度嚴
重程度時； 

(2)以心臟MRI 檢查左心室質量指數增加大於10% 

以上或以心臟超音波檢查左心室質量指數加大
於20% 以上； 

(3)因心衰竭及心律不整住院治療； 

(4)因心律不整需接受去顫器或心律調節器植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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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4.治療前應與患者及家屬充分溝通告知下列事項，並
請其簽名確認已被告知，留存病歷備查： 

(1)確定其了解治療的預期效果。 

(2)患者有義務接受定期追蹤評估，如無明顯療效，
主治醫師在向患者及家屬清楚解釋後，應停止
agalsidase alfa 或agalsidase beta 之治療。 

(3)女性患者之角膜病變Cornea Verticillata 為良性
症狀。 

5.每一年須重新評估一次，追蹤檢查項目如下： 

(1)腎功能(EGFR)； 

(2)尿蛋白(尿蛋白或微尿蛋白)； 

(3)血漿或尿液GL3； 

(4)血漿或尿液lyso-Gb3； 

(5)疼痛狀態； 

(6)中風次數； 

(7)病患是否有出現新的心臟病或原心臟病是否有
惡化情形(出現新的心肌梗塞、心律不整需心臟
電擊整流或藥物治療、心跳過緩、房室傳導阻斷
或其他心律疾病需心律調節器的植入治療，心臟
衰竭需住院治療)。 

(8)心肺功能狀態  (紐約心臟學會心功能分級 

NYHA functional class 及6 分鐘走路測驗或運
動心電圖測驗)。 

(9)靜態心電圖、24 小時Holter 心電圖與心臟超音
波。心臟超音波檢查時之基本項目: 

左心室舒張期直徑、左心室後壁厚度、左心室
前壁厚度、左心室質量與質量身高比、心房大
小測量、左心室舒張功能測量(包含組織超音波)、
心室後壁輻射向應變率、心中膈縱向應變率與
心側壁縱向應變率、心臟瓣膜功能。超音波左
心室質量與質量身高比、心室後壁輻射向應變
率、心側壁縱向應變率。 

(10)若初次心臟磁挀造影(MRI)檢查時有心肌纖維
化的病患，追蹤時應做心臟磁挀造影；其他患者
建議每兩年做心臟磁挀造影追蹤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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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4.Carglumic acid (如Carbaglu Tablets)：（102/9/1） 

1.限下列病例使用： 

(1)N-乙醯麩胺酸合成酶缺乏症(以下稱NAGS 缺乏
症)。應附診斷證書、病歷摘要與確診之檢驗資料。 

(2)異戊酸血症及甲基丙二酸血症及丙酸血症。（應
附診斷證書、病歷摘要、確診之檢驗資料及說明
必須單獨或合併使用carglumic acid 之理由） 

2.應由具小兒專科醫師證書且接受過小兒遺傳或小
兒新陳代謝等次專科訓練之醫師處方使用。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1)NAGS 缺乏症患者每次申請療程以1 年為限，
申請續用時需檢送半年內之病歷摘要與確診檢
驗資料，並應經具小兒專科醫師證書且接受過小
兒遺傳或小兒新陳代謝等次專科訓練之醫師評
估其病情仍持續改善或該疾病無惡化確診之檢
驗資料及說明，方得續用。 

(2)非NAGS 缺乏症之其他有機血症患者應為急性
期的短暫投藥，每次最多可申請7 天，一年不超
過21 天為限。 

4.用藥後，若病情無法持續改善或疾病已惡化※，則
不予同意使用。 

※病情無法持續改善或疾病已惡化之定義： 

昏迷指數(GCS)持續低於8 分(重度昏迷)，或新生
兒患者之血氨值持續高於150μmol/L；嬰兒及兒童
患者之血氨值持續高於100μmol/L 。 

法布瑞氏症心臟變異型心臟功能評估指標表 

1 左心室厚度>12mm。 

2 心電圖左心室肥厚  (ECG LVH Romhilt-Estes 

score>5 或符合Cornell's criteria) 

3 心臟超音波左心室質量指數 (LVMI)男性大於134 

gm/m2,女性大於110gm/m2 LVMI。 

4 心臟超音波左心室舒張功能異常  E/A ratio>2.0 

及deceleration time<150 msec 或組織超音波顯示舒
張功能異常 (二尖瓣環部中膈E/E' >15 或側壁
E/E'>12). 

5 間隔至少超過12 個月測量左心室質量  (LVM) 



 

83 

 

增加>5g/m2 

6 心臟超音波左心房體積增加，parasternal long 

axisview(PLAX)>33 mm, in four chamber view>42 

mm. 

7 心肌與節律出現異常： AV block, short PR 

interval,LBBB,ventricular or atrial tachyarrhythmias, 

sinusbradycardia(在沒有使用抑制心律的藥物下) 

8 中度到重度的二尖瓣與主動瓣膜閉鎖不全 

9 心臟磁挀造影心肌延遲顯影(delayed enhancement)

出現左心室的輕度到中度纖維化。 

 

第4 節血液治療藥物 

Hematological drugs 

4.1.造血功能治療藥物 Hematopoietic agents 

4.1.1.紅血球生成素(簡稱EPO) hu-erythropoietin (如
Eprex、Recormon)、darbepoetin alfa（如Aranesp ）、
methoxy polyethylene glycol-epoetin beta 

（如  Mircera solution for injection in pre-filled 

syringe）：(93/5/1、95/11/1、96/10/1、98/1/1、98/9/1、
104/12/1、105/9/1） 

1.使用前和治療後每三至六個月應作體內鐵質貯存
評估，如Hb 在8 gm/dL 以下，且ferritin 小於100 

mg/dL(非透析病人)、或200 mg/dL(透析病人)，有
可能是鐵質缺乏。(104/12/1)。 

2.使用期間應排除維他命B12 或葉酸缺乏，腸胃道
出血，全身性感染或發炎疾病等情況，始得繼續。
(104/12/1)。 

3.限腎臟病並符合下列條件使用：(104/12/1) 

(1)末期腎臟病接受透析病人，其Hb <9gm/dL，或
第五期慢性腎臟病病人 (eGFR <15 mL/min/1.73 

m2)，其Hb < 9gm/dL。 

Ⅰ.使用時，應從小劑量開始，Hb 目標為10 gm/dL，
符合下列情形之病人，應即暫停使用本類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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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b 超過11gm/dL。 

ii.接受治療第6 週到第8 週內Hb 之上升值未
達1 gm/dL。 

Ⅱ.如Hb 值維持在目標值一段時間  (一至二個
月)，宜逐次減量，以求得最低維持劑量。 

(2)每名病人所用劑量，一個月不超過20,000U (如
Eprex、Recormon)或100mcg(如Aranesp 、Mircera 

solution for injection in pre-filled syringe)為原則，
如需超量使用，應附病人臨床資料(如年齡、前
月Hb 值、前月所用劑量、所定目標值…等等)

及使用理由。(93/5/1、98/9/1)。 

(3)使用本類藥品之血液透析、腹膜透析(CAPD)及
未透析患者因病情需要使用本類藥品時，應依下
列頻率定期檢查Hb 值，其檢查費用包含於透析
費用內，不另給付 (未接受透析病人除外 )：
(105/9/1) 

Ⅰ.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患者：每月應檢查乙次。
(105/9/1) 

Ⅱ.未透析患者：至少每3 個月應檢查乙次。初次
使用者，治療後6 至8 週應檢查乙次。(105/9/1) 

(4)使用本類藥品期間如需輸血，請附輸血時Hb 值
及原因。 

4.限癌症病人合併化學治療有關的貧血。不含使用
Mircera solution forinjection in pre-filled syringe：
（95/11/1、96/10/1、98/1/1、98/9/1、104/12/1） 

(1)限患有固態腫瘤接受化學藥物治療而引起之症
狀性貧血，且Hb＜8 gm/dL 之病人使用。對於癌
症患者預期有合理且足夠的存活時間者（含治癒
性治療及預期輔助性化學治療等），不應使用
EPO 治療貧血。（98/1/1、104/12/1） 

(2)Epoetin beta（如Recormon）與epoetin alfa（如
Eprex）初劑量為150U/Kg每週3 次，最高劑量
300U/Kg 每週3 次，或epoetin beta（如Recormon）
初劑量30,000 單位，epoetin alfa（如Eprex）初
劑量40,000 單位，每週1次，最高劑量60,000 單
位，每週1 次；Darbepoetin alfa（如Aranesp）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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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2.25mcg/kg，每週1 次，最高劑量4.5mcg/kg，
每週1 次。（96/10/1）。 

(3)每次療程最長24 週，如化學治療療程完全結束
後4 週也應停止EPO 使用。(104/12/1） 

(4)符合下列情形之病人，應即停止使用本類藥品： 

Ⅰ.Hb 超過10 gm/dL (Hb＞10gm/dL)。 
Ⅱ.於接受治療第6 週到第8 週內Hb 之上升值未
達1 gm/dL。 

Ⅲ.化學治療結束後4 週(104/12/1）。 
4.1.2.白血球生長激素(G-CSF)(101/6/1)： 

4.1.2.1.短效型注射劑（如filgrastim、lenograstim）：
(85/10/1、93/4/1、96/1/1、101/6/1) 

1.限 

(1)用於造血幹細胞移植患者。 

(2)血液惡性疾病接受靜注化學治療後。 

(3)先天性或循環性中性白血球低下症者(當白血球
數量少於1000/cumm，或中性 

白血球 (ANC) 少於500/cumm)。 

(4)其他惡性疾病患者在接受化學治療後，曾經發生
白血球少於1000/cumm，或中 

性白血球 (ANC) 少於500/cumm 者，即可使用。
(96/1/1) 

(5)重度再生不良性貧血病人嚴重感染時使用，惟不
得作為此類病人之預防性使用 (86/9/1)。 

(6)化學治療，併中性白血球缺乏之發燒，若中性白
血球小於100/cumm、癌症不受控制、肺炎、低
血壓、多器官衰竭或侵犯性黴菌感染等危機程度
高之感染。 

(7)對於骨髓造血功能不良症候群（MDS）的病人，
若因嚴重性的中性白血球過低（ANC<500/cumm）
而併發感染時，可間歇性使用G-CSF，但不得作
為長期且常規性使用。 

(8)週邊血液幹細胞的趨動─不論在自體或異體幹
細胞的收集，應於收集前之4~5日開始皮下注射
G-CSF，其劑量為10μg /KG/day。 

2.患者如白血球超過4000/cumm，或中性白血球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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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cumm 時，應即停藥。惟當預估其骨髓功能
不易恢復時，雖其血球已達上述標準，仍可給予
半量之治療，若仍可維持血球數，則可給予四分
之一劑量，若仍可維持血球數，則停用。任何時
候，若白血球或中性白血球數過度增高，即應停
藥。 

4.1.2.2.長效型注射劑(如pegfilgrastim)：(101/6/1)限非
骨髓性癌症合併有骨髓侵犯之患者，在骨髓抑制
性抗癌藥物治療後，且曾經發生白血球少於
1000/cumm，或中性白血球 (ANC) 少於
500/cumm 者使用。 

4.2.血液代用製劑及血液成分製劑  blood substituents 

and blood components 

4.2.1.Human Albumin：（100/8/1） 

1.本保險對象因病使用Human Albumin 以符合下列
適應症為限（96/6/1、104/11/1）： 

(1)休克病人擴充有效循環血液量 

Ⅰ休克病人至少已給生理鹽水或林格爾液等類
溶液1000 mL 後尚不能維持穩定血流動態，
血 比 容  (hematocrit) ＞ 30% ， 或 血 色 素 

(hemoglobin) ＞10gm/dL 需要繼續靜脈輸液
時，宜優先使用合成膠類溶液，如dextran、
hydroxyethylstarch、polyvinylpyrolidone 等。
若無上述合適製劑，可給白蛋白溶液，每一
病人用量限50 gm（86/1/1）。 

Ⅱ70 歲以上老人及二歲以下幼兒或併有心衰
竭的休克病人，無法忍受太多靜脈輸液時，
可一開始即使用白蛋白溶液，每一病人用量
限50 gm。 

(2)病危、有腹水或水腫併有血清白蛋白濃度偏低病人 

Ⅰ血清白蛋白濃度低於 2.5 gm/dL 
i. 肝硬化症 (有相當之腹水或併發水腫) 每日
最多用量限25 gm。 

ii. 腎病症候群 (嚴重蛋白尿致血清白蛋白下降)，
每日最多用量限25 gm。 

iii 嚴重燒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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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肝移植。 

v. 蛋白質流失性腸症(protein-losing enteropathy) 

(104/11/1） 

依下列規範使用： 

(i)經內視鏡或手術或病理報告證實為蛋白質
流失性腸症；或糞便alpha-1-antitrypsin 升
高。 

(ii)滿18 歲以內兒童。 

Ⅱ血清白蛋白濃度低於 3.0 gm/dL（96/6/1） 
i 嚴重肺水腫。 

ii 大量肝切除（＞40 %） 

Ⅲ開心手術用於維持體外循環液，用量限 37.5 

gm。 

2.注意事項 

(1)血清白蛋白濃度檢驗日期限最近3 天以內，如係
多次注射，限上次注射後，最近3 天內之結果。 

(2)醫院於病例發生時，應填寫「全民健康保險病人
使用Human Albumin 申報表」(請詳附表四)，並
附原始治療醫囑單於當月份申報醫療費用時送
局辦理。 

(3)醫療機構、醫師開立使用血液製劑時，應依血液
製劑條例之規定辦理。（100/8/1） 

4.2.2.繞徑治療藥物(活化的第七因子 rVIIa, 如
NovoSeven 和活化的凝血酶原複合物濃縮劑 APCC, 

如Feiba)：(88/6/1、93/7/1、94/2/1、98/8/1、103/4/1、
105/2/1、105/8/1) 

1.門診之血友病人得攜回二~三劑量繞徑治療藥物備
用，繼續治療時，比照化療以「療程」方式處理，
並查驗上次治療紀錄（如附表十八之二─全民健康
保險血友病患者使用「繞徑治療藥物」在家治療
紀錄）。醫療機構、醫師開立使用血液製劑時，
應依血液製劑條例之規定辦理。（103/4/1) 

2.缺乏第七凝血因子之病患： 

可以使用rVIIa 10~20μg/kg IV，q 2~3 hr，1~3 劑
至止血為止。 

3.發生第八因子抗體之A 型血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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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反應者 (low responder) –指第八 (或第九) 因
子抗體力價平常≦5BU/mL 以下，再注射第八 

(或第九) 因子後不會有記憶性反應。使用平常治
療沒有抗體病人出血時兩倍劑量的第八因子，可
以加上適當的抗纖維蛋白溶解劑。如無效可以改
用下述(2)之方法。 

(2)高反應者 (high responder) –指第八 (或第九) 

因子抗體力價平常>5BU/mL 以上，即使降到<5 

BU/mL 以下，如再注射第八 (或第九) 因子都
會有記憶性反應。 

I.出血時抗體≦5 BU/mL： 
i. 輕度出血時：使用rVIIa 70~90μg/kg IV，q 2 hr，

1~3 劑或rVIIa 270μg/kg IV 單次注射劑量或
APCC 50~100 U/kg IV，q6-12h，1 ~ 4 劑量。
(98/8/1)。無效時改用下述ii 之方法。 

ii.嚴重出血時：使用第八因子100 U/kg IV bolus，
然後第八因子5~10 U/kg/hrIV inf.或第八因子
100 U/kg IV q8-12 hr, 至5 天，可以加上適當的
抗纖維蛋白溶解劑。無效時可使用下述II 之方
法。 

II.出血時抗體>5 BU/mL： 
i. rVIIa70~90μg/kg IV，q 2 hr，3 劑量或至止血
為止或rVIIa 270μg/kg IV單次注射劑量，可以
加上適當的抗纖維蛋白溶解劑或APCC 50~100 

U/kgIV，q6-12h，3～4 劑量或至止血為止。
(98/8/1)。如都無效則改用下述ii。 

ii.可改用體外吸收抗體的方式 (如protein A) 或
Plasmaphoresis，去除大部分抗體後，再大量使
用第八因子。 

(3)手術時： 

Ⅰ 術 前 開 始 ， 術 中 及 術 後 兩 天 rVIIa 
70~90μg/kg IV，q2 ~3 hr。 

Ⅱ術後第三天至傷口癒合，rVIIa 70~90μg/kg IV，
q 3 ~ 6 hr。 

III 或術前，術中及術後至傷口癒合APCC 50~100 

U/kg IV，q6-12hr，需留心病人有無過高凝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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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發生。 

4. 發生第九因子抗體之B 型血友病患者。 

(1)對第九因子沒有過敏反應者： 

I 低反應者 (≦5BU/mL)：使用平常劑量兩倍的第
九因子。 

II 高反應者，出血時抗體在≦ 5BU/mL：使用第
九因子200U/kg IVq12-24hr,2-3 天或至止血為
止。 

I.、II.無效時可使用下述III.。 

III 高反應者出血時抗體> 5BU/mL：使用rVIIa 

70-90μg/kg IVq2h，3 劑量或至止血為止或
rVIIa 270μg/kg IV 單次注射劑量。或APCC 

50-100U/kg IVq6-12hr，4 劑量或至止血為止，
需留心記憶性反應。(98/8/1) 

(2)對第九因子有過敏反應者： 

I 不能使用第九因子或APCC。 

II 只能使用rVIIa 70-90μg/kg IV q2h，3 劑量或至
止血為止或rVIIa 270μg/kg IV 單次注射劑量。
(98/8/1) 

5.凡使用rVIIa、APCC 之申請給付案件，均需由醫
療機構詳細填具事後申報表 (附表五)，俾利本保
險以電腦勾稽方式事後逐案審查。 

6.A 型或B 型且有高反應抗體存在之血友病病人：
(103/4/1) 

(1)在六個月內同一關節發生四次以上出血且關節
傷害輕微而認定為標的關節時，可給予1-3 個月
繞徑治療藥物。 

(2)接受重大手術後，可視術後傷口出血及復原狀況
給予1-2 週繞徑治療藥物，接受骨關節手術後，
每次復健之前得視狀況使用。 

(3)發生顱內出血或後腹腔出血接受治療穩定後，可
視臨床狀況給1-3 個月的繞徑治療藥物治療。 

(4)血友病合併抗體患者，如不符合上述(1)至(3)項
短期預防之規定，不可使用繞徑治療藥物進行預
防性治療。 

7.後天型血友病患者急性出血治療（申報費用時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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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實評估記錄）：(105/2/1、105/8/1) 

(1)嚴重出血時： 

Ⅰ.可使用rVIIa 70~90μg/kg IV，q2-3 hr，或APCC 

50~100 U/kg IV，q6-12 hr(最多一天200U/kg)，
至止血為止。無效時可改用高劑量第八因子100 

U/kg q8-12hr 或esmopressin(0.3μg/kg)治療。
(105/8/1) 

Ⅱ.當出血症狀使用繞徑藥物療效不佳時，可改用
另一種繞徑藥物治療，如果仍無法止血時，可
併用體外吸收抗體的方式 (如 protein A)或
Plasmapheresis，去除大部分抗體後，再使用第
八因子。(105/8/1) 

(2)需侵襲性處理或緊急手術時： 

Ⅰ.於術前、術中至傷口癒合期間，依患者實際出
血及傷口癒合情況，使用rVIIa70~90μg/kg IV，
q2-8 hr。 

Ⅱ.於術前、術中至傷口癒合期間，依患者實際出
血及傷口癒合情況，使用APCC50~100 U/kg IV，
q6-12 hr。 

備註：APCC，如Feiba，應依藥品仿單記載，每
次使用劑量勿超過100U/kg，每日劑量勿超過
200U/kg。(94/2/1) 

4.2.3.第八、第九凝血因子血液製劑（103/4/1）：用於
A 型或B 型無抗體存在之血友病人： 

1.門診之血友病人得攜回二~三劑量(至多攜回一個
月)第八、第九凝血因子備用，繼續治療時，比照
化療以「療程」方式處理，並查驗上次治療紀錄
（如附表十八之一─全民健康保險血友病患者使
用第八、第九凝血因子在家治療紀錄）。醫療機
構、醫師開立使用血液製劑時，應依血液製劑條
例之規定辦理。（103/4/1) 

2.需要時治療(on demand therapy)：適用一般型血友
病病人，建議劑量如附表十八之三－全民健康保
險一般型血友病患需要時治療之凝血因子建議劑
量。 

3.預防性治療(primary prophylaxis)：限嚴重型(VII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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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於1%)血友病病人。 

(1)嚴重A 型血友病病人：每週注射1-3 次，每一
次劑量為15-25 IU/kg。 

(2)嚴重B 型血友病病人：每週注射1-2 次，每一次
劑量為30-50 IU/kg。 

(3)接受預防性治療期間，其預防效果可以臨床觀察
為之，如病人仍然出現突破性出血時，得檢測給
藥前最低濃度(trough level)，其濃度低於1IU/dL，
得再調整劑量。 

(4)如病患治療時產生凝血因子低反應性抗體，則暫
時終止預防性治療，直到確定抗體消失始得重新
治療；病人如產生凝血因子高反應性抗體時，則
需停止預防性治療，在接受免疫耐受性療法確定
成功且抗體消失後，則可重新使用「預防性」治
療。 

4.2.4.類血友病治療藥品，VWF/FVIII 濃縮製劑(如 

Haemate P, Alphanate 等)、Desmopressin(DDAVP) 

等：(103/4/1) 

1.各分型類血友病治療規定： 

(1) 第 一 型 類 血 友 病 (Type 1 von-Willebrand 

Disease)： 

Ⅰ.以DDAVP 治療為原則，如患者VWF:RCo ＜
10 IU/dL，則不建議使用DDAVP。 

Ⅱ.輕度出血或小手術處置：使用DDAVP，治療
目標為 VWF:RCo 及 VIII:C 都上升到 30-50 

IU/dL 以上，維持1-5 天，若DDAVP 治療無
效或有禁忌症時可使用VWF/FVIII 濃縮製
劑。 
Ⅲ . 嚴重出血治療或重大手術處置：使用

VWF/FVIII 濃縮製劑，治療目標為VWF:RCo 

及VIII:C 起初濃度都上升到至少100 IU/dL 以
上，接下來劑量於7-10 日內維持VWF:RCo 及
VIII:C 最低濃度(trough level)都在50IU/dL以
上。 

IV.如重複給予DDAVP 使得藥物效果降低，或已
知對DDAVP 治療無效，應使用VWF/FVIII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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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製劑。 

(2) 第 二 型 類 血 友 病 (Type 2 von-Willebrand 

Disease)： 

Ⅰ.Type 2A 及 2M VWD 

i.輕度出血治療或小手術處置：如病人對於
DDAVP 治療有效，應以DDAVP治療為原則。
如使用VWF/FVIII 濃縮製劑，治療目標為
VWF:RCo 及VIII:C都上升到30-50 IU/dL 以
上，維持1-5 天。 

ii.嚴重出血治療或重大手術處置：依Type 1 

VWD 之III 規定處置。 

Ⅱ.Type 2B VWD 

i.DDAVP 不適合使用於Type 2B VWD。 

ii.輕度出血或小手術處置：使用VWF/FVIII 濃
縮製劑，治療目標為VWF:RCo及VIII:C 都上
升到30-50 IU/dL 以上，維持1-5天。 

iii.嚴重出血治療或重大手術處置：依Type 1 

VWD 之III 規定處置，並且應注意血小板濃度，
必要時應給予血小板輸注。 

Ⅲ.Type 2N VWD 

i.使用DDAVP 治療可能提升VIII:C，但VIII:C 

半衰期會減短。 

ii.輕度出血或小手術處置：使用DDAVP 或
VWF/FVIII 濃縮製劑，治療目標為VIII:C 上升
到30-50 IU/dL 以上，維持1-5 天。 

iii. 嚴重出血治療或重大手術處置：使用
VWF/FVIII 濃縮製劑，治療目標為VIII:C 起初
濃度上升到至少100 IU/dL 以上，接下來劑量
於7-10日內維持VIII:C 最低濃度在50 IU/dL 

以上。 

(3) 第 三 型 類 血 友 病 (Type 3 von-Willebrand 

Disease)： 

Ⅰ.原則應使用VWF/FVIII 濃縮製劑，DDAVP 則
不應使用。 

Ⅱ.輕度出血或小手術處置：使用VWF/FVIII 濃縮
製劑，治療目標為VWF:RCo及VIII:C 都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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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 IU/dL 以上，維持1-5 天。 

Ⅲ .嚴重出血治療或重大手術處置：依Type 1 

VWD 之III 規定處置，惟Alphanate 不適用於
Type 3 VWD 病人進行重度手術。 

2.VWD 患者輔助治療及懷孕患者處置： 

(1) 血小板輸注可以考慮使用於已使用足量
VWF/FVIII 濃縮製劑達成治療目標濃度但仍有
出血之患者，尤其是腸胃道出血時。 

(2) 冷凍沉澱品(Cryoprecipitate)可以考慮使用於已
充分使用其他各種藥物治療但仍無法控制的頑
固性出血。 

(3) 抗纖維蛋白溶解製劑(如tranexamic acid)可以單
獨使用於黏膜輕微出血(如月經量過多、口腔出
血、流鼻血)，如果治療無效，應合併使用DDAVP 

或VWF/FVIII 濃縮製劑治療。 

(4) 拔牙時大多數病患可使用單次DDAVP 加上
tranexamic acid 治療，不適合使用DDAVP 患者
則用單次VWF/FVIII 濃縮製劑加上 tranexamic 

acid 治療。 

(5) 月經量過多患者可單獨使用雌性激素/黃體素
製劑或tranexamic acid 治療，如果無效時則需合
併使用DDAVP 或VWF/FVIII 濃縮製劑治療。 

(6) VWD 患者懷孕生產治療建議： 

Ⅰ .DDAVP 避免使用於子癲前症或體液增加
(fluid retention)患者。 

Ⅱ.Type 1 VWD：分娩時大多數不需要預防性治療。 

Ⅲ.Type 2 VWD：剖腹生產或自然生產預期要進
行episiotomy 時，要給予藥物預防性治療。 

Ⅳ.Type 3 VWD：各種生產方式都需要給予藥物
預防性治療。 

Ⅴ.對於Type 1 及Type 2 VWD 的懷孕婦女，應該
要在懷孕第三期與生產前檢查VWF:RCo 與
VIII:C。如果VWF:RCo <50IU/dL，產程期間則
應該給予藥物預防治療。Type 2B 懷孕婦女應
特別注意血小板有無減少。 

Ⅵ.生產後至少應該維持VWF:RCo > 50IU/dL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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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4.2.5.第二、七、九、十凝血因子複合製劑(如Beriplex)：
(105/7/1) 

限用於下列情況以矯正凝血因子缺乏，且須同時針
對出血原因進行處置： 

1.在缺乏單一的凝血因子製劑可使用的情況，因先天
性單一或多重缺乏第二、第七、第九或第十凝血
因子，有出血或接受侵犯性處理及手術時的預防
出血性治療 

2.在缺乏單一的凝血因子製劑可使用的情況，因單一
或多重缺乏第二、第七、第九或第十凝血因子造
成的新生兒嚴重出血。 

3.因嚴重的肝臟實質傷害(如猛爆性肝炎、肝硬化末
期、肝中毒、肝創傷等)或極度肝萎縮引起的食道
胃靜脈瘤出血。 

4.因服用coumarin 類抗凝血劑造成併發症引起的嚴
重出血。 

5.缺乏維生素K 併發的嚴重出血或需緊急手術時。 

4.3.其他 

4.3.1.Deferasirox（如Exjade）：(96/7/1、104/12/1)： 

限用於治療因輸血而導致慢性鐵質沉著症（輸血性
血鐵質沉積）的成年人及2歲以上兒童患者且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1.重型海洋性貧血或骨髓造血功能不良症候群、再生
不良性貧血患者。 

2.需長期輸血治療且已併有鐵質沉積之患者，則在患
者血清內鐵蛋白（Ferritin）＞ 2000ug/L 時使用。 

3.中型(非輸血依賴)海洋性貧血患者：(104/12/1) 

(1)使用條件：病患已開始長期接受輸血治療(即一
年輸血兩次以上或四個單位以上者)，且血清內
鐵蛋白（Ferritin）＞ 800μg/L(至少二次檢查確
認，檢查之間隔需經過至少3 個月，並排除感染
及發炎等狀況)或肝臟鐵質（Liver ironcontent）> 

7mg/g dry weight 者。 

(2)當肝臟鐵質< 3mg/g dry weight，或血清內鐵蛋白
（Ferritin）< 300μg/L即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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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Eltrombopag (如Revolade)、romiplostim (如Nplate)

（100/8/1、101/9/1、102/8/1、102/9/1、105/8/1） 

1.限用於成年慢性自發性(免疫性)血小板缺乏紫斑
症(ITP)且對於其他治療(例如：類固醇、免疫球蛋
白等)失敗患者，需接受計畫性手術或侵入性檢查
且具出血危險者，血小板＜80,000/uL，且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使用：(105/8/1） 

(1)脾臟切除患者。 

(2)對於下列不適合進行脾臟切除條件之患者，並經
事前審查同意使用。 

A.經麻醉科醫師評估無法耐受全身性麻醉。 

B.難以控制之凝血機能障礙。 

C.心、肺等主要臟器功能不全。 

D.有其他重大共病，經臨床醫師判斷不適合進行
脾臟切除。 

2.限用8 週，治療期間，不得同時併用免疫球蛋白或
eltrombopag 或romiplostim。 

第5 節激素及影響內分泌機轉藥物 
Hormones & drugs affecting hormonal 

mechanism 

5.1.糖尿病用藥 Drugs used in diabetes 

1.藥品種類(105/5/1) 

(1)胰島素：各廠牌短、中、長效、速效或預混型胰
島素。 

(2)Biguanides：如metformin。 

(3)Sulfonylureas(SU)：如chlorpropamide、glipizide、
glimepiride 等。 

(4)Meglitinide：如repaglinide、nateglinide 等。 

(5)α-glucosidase inhibitor：如acarbose、miglitol 等。 

(6)Thiazolidinediones(TZD) ： 如  rosiglitazone 、
pioglitazone 等。 

(7)DPP-4 抑制劑：如 sitagliptin 、 vildagliptin 、
saxagliptin、linaglipti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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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LP-1 受體促效劑：如 exenatide、 liraglutide 

等。 

(9)SGLT-2 抑制劑：如empagliflozin、dapagliflozin 

等。 

(10)各降血糖成分之口服複方製劑。 

2.使用條件：(105/5/1) 

(1) 原 則 上 第 二 型 糖 尿 病 治 療 應 優 先 使 用
metformin，或考慮早期開始使用胰島素。除有
過敏、禁忌症、不能耐受或仍無法理想控制血糖
的情形下，可使用其他類口服降血糖藥物。 

(2) TZD 製劑、DPP-4 抑制劑、SGLT-2 抑制劑、
以及含該3 類成分之複方製劑，限用於已接受過
最大耐受劑量的metformin 仍無法理想控制血
糖之第二型糖尿病病人，且SGLT-2 抑制劑與
DPP-4 抑制劑及其複方製劑宜二種擇一種使
用。 

(3) 第二型糖尿病病人倘於使用三種口服降血糖藥
物治療仍無法理想控制血糖者，宜考慮給予胰島
素治療。 

(4) 特約醫療院所應加強衛教第二型糖尿病病人，
鼓勵健康生活型態的飲食和運動，如控制肥胖、
限制熱量攝取等措施。 

(5) 第二型糖尿病病人使用之口服降血糖藥物成分，
以最多四種(含四種)為限。備註：本規定生效前
已使用超過四種口服降血糖藥物成分之病人，得
繼續使用原藥物至醫師更新其處方內容。 

5.1.1. Acarbose (如Glucobay)；miglitol (如Diaban)

（86/1/1、87/4/1、89/6/1、91/7/1、98/12/1）限用於
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之治療。 

5.1.2.Guar gum (如Guarina；Guarem )限糖尿病治療使
用。 

5.1.3.GLP-1 受體促效劑(105/8/1) 

5.1.3.1 Exenatide(如Byetta)、dulaglutide(如Trulicity) 

(100/5/1、105/5/1) 

1.限用於已接受過最大耐受劑量的metformin 及/或
sulfonylurea 類藥物仍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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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控制血糖之第二型糖尿病患者。 

2.本藥品不得與insulin、DPP-4 抑制劑、SGLT-2 抑
制劑等藥物併用。 

5.1.3.2 Liraglutide(如Victoza) (101/10/1、105/8/1) 

1.限用於已接受過最大耐受劑量的metformin 及/或
sulfonylurea 類藥物仍無法理想控制血糖之第二
型糖尿病患者。 

2.當患者已接受口服降血糖藥物，及/或基礎胰島素
治療仍未達理想血糖控制時，與口服降血糖藥物
及/或基礎胰島素併用。 

3.本藥品不得與DPP-4 抑制劑、SGLT-2 抑制劑併
用。 

5.1.4.vildagliptin(100/8/1)若與sulphonylurea 合併使用
時，vildagliptin 每日建議劑量為50mg。 

5.1.5.SGLT-2 抑制劑：Dapagliflozin (如Forxiga)、
empagliflozin ( 如 Jardiance)(105/5/1) 每日限處方 1 

粒。 

5.2.雄性激素類製劑與同化作用類固醇及其拮抗劑 

Androgens and anabolicsteroids and antagonists 

5.2.1.Danazol 限下列病例使用（86/1/1） 

1.子宮內膜異位。 

2.纖維性囊腫乳房性疾患。 

5.2.2.含testosterone 5-alpha reductase inhibitor 製劑
（101/3/1） 

5.2.2.1 Finasteride（如Proscar）; dutasteride (如Avodart) 

(86/1/1、87/4/1、93/10/1、101/3/1、102/12/1)： 

1.限良性前列腺肥大且有阻塞症狀，經直腸超音波前
列腺掃描 (TRUS of prostate)或經腹部超音波測量
(僅限無法實施直腸超音波前列腺掃描者)前列腺
大於30mL或最大尿流速 (Qmax) 小於15 mL/sec 

之病人，前列腺特異抗原 (PSA) 高於正常參考值
之病人，需經病理診斷無前列腺癌，無法接受切
片檢查者，應於病歷詳載原因方可使用。(102/12/1) 

2.服藥後第一年，每半年需作直腸超音波前列腺掃描
或腹部超音波測量(僅限無法實施直腸超音波前
列腺掃描者)或尿流速儀(uroflow-metry) 檢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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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前列腺有縮小或尿流速有增加，方得繼續使
用。(102/12/1) 

5.2.2.2.Dutasteride + tamsulosin (如Duodart) (101/3/1、
102/12/1)： 

1.限良性前列腺肥大且有阻塞症狀，經直腸超音波前
列腺掃描 (TRUS of prostate)或經腹部超音波測量
(僅限無法實施直腸超音波前列腺掃描者)前列腺
大於30mL或最大尿流速 (Qmax) 小於15 mL/sec 

之病人，前列腺特異抗原 (PSA) 高於正常參考值
之病人，需經病理診斷無前列腺癌，無法接受切
片檢查者，應於病歷詳載原因，且已使用其他攝
護肥大症之藥品但症狀沒有改善或無法耐受之病
人方可使用。(102/12/1) 

2.服藥後第一年，每半年需作直腸超音波前列腺掃描
或腹部超音波測量(僅限無法實施直腸超音波前
列腺掃描者)或尿流速(uroflow-metry)檢查，需證
明前列腺有縮小或尿流速有增加，方得繼續使用。
(102/12/1) 

5.3.動情激素、黃體激素及治療不孕症藥物 Estrogens, 

progestins & drugs usedfor infertility 

5.3.1.Estradiol 之經皮吸收製劑： 

5.3.1.1.Estraderm TTS；Oestro V.T (93/5/1)限不能口
服本品患者使用，申報費用時應具體說明不能口
服之理由。 

5.3.1.2.Estradiol 3.8mg/12.5cm2/patch （如Climara 50 

Transdermal Patch）之給付規定：（90/4/1）限每
週一片。 

5.3.2.FSH (pure FSH)用於誘發排卵時，限
hypothalamus failure (下視丘功能衰竭)患者，事前專
案報准後使用(85/1/1)。 

5.3.3.HMG 用於誘發排卵時，限hypothalamus failure 

(下視丘功能衰竭)患者，事前專案報准後使用
(85/1/1)。 

5.3.4.Utrogestan Cap：限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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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體期缺陷之補充。 

2.孕婦需使用progesterone 之病例。 

5.3.5.Levonorgestrel intrauterine system (如Mirena)：
(104/2/1)限使用於長期月經經血過多導致嚴重貧血
(Hemoglobin≦10g/dL)之婦女，且每次使用後之五年
內，不得再次使用。 

5.4.作用於腦下腺前葉與下視丘的藥物 Drugs related to 

anterior pituitary &hypothalamic function 

5.4.1.1.生長激素 (Somatropin)： 

1.限生長激素缺乏症、透納氏症候群及SHOX 缺乏
症(限使用Humatrope)患者使用。(104/6/1) 

2.限由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具小兒內分泌或小兒遺
傳、新陳代謝專科醫師診斷。 

(104/6/1) 

3.生長激素缺乏症使用生長激素治療，依下列規範使
用：（100/12/1）(1)診斷：施行insulin, clonidine, 

L-Dopa, glucagon, arginine 等檢查有兩項以上之
檢查生長激素值均低於7ng/mL(insulin test 須附
檢查時之血糖值)。包括病理性(pathological)及特
發性(idiopathic)及新生兒生長激素缺乏症。 

(2)開始治療條件： 

Ⅰ.病理性生長激素缺乏症者須兼具下列二項條
件： 

i.包括下視丘─腦垂體病變(如：腫瘤或腦垂體柄
因被浸潤而膨大)及下視丘─腦垂體發育異常
(如：無腦垂體柄、腦垂體後葉異位)者。 

ii.生長速率一年小於四公分。須具有資格申請生
長激素治療的醫療機構身高檢查，每隔三個月
一次至少六個月以上之紀錄。) 

Ⅱ.特發性生長激素缺乏症須兼具下列二項條
件： 

i.身高低於第三百分位且生長速率一年小於四
公分。須具有資格申請生長激素50治療的醫療
機構身高檢查，每隔三個月一次至少六個月以
上之紀錄。 

ii.骨齡比實際年齡遲緩至少二個標準差(應檢附



 

100 

 

骨齡X 光檢查影像)。 

Ⅲ.新生兒生長激素缺乏症，一再發生低血糖，有
影響腦部發育之顧慮者。 

(3)治療劑量：起始劑量0.18 mg/kg/week，爾後視需
要可調整至0.18~0.23mg/kg/week。 

(4)治療監測：身高和體重至少每三個月測量一次，
骨齡每六至十二個月測定一次 

(5)繼續治療條件(每年評估一次)： 

Ⅰ.治療後第一年，生長速率比治療前增加至少3 
公分/年。 

Ⅱ.骨齡：男生骨齡16 歲，女生骨齡14 歲為治療
之最後期限。 

(6)個案申請時需檢附相關資料包括實驗室檢查報
告影本、療程中門診追蹤身高體重記錄影本、骨
齡X 光片影像及藥品劑量等資料之治療計畫)，
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4.透納氏症候群病人使用生長激素治療的原則： 

(1)診斷：Ｘ染色體部分或全部缺乏的女童。（請檢
附檢查報告）(96/11/1) 

(2)病人無嚴重心臟血管、腎臟衰竭等危及生命或重
度脊椎彎曲等影響治療效果的狀況。 

(3)開始治療條件： 

Ⅰ 年齡至少六歲。 
Ⅱ 身高低於第三百分位以下且生長速率一年小
於四公分，需具有資格申請生長激素治療的醫
療機構身高檢查，每隔三個月一次，至少六個
月以上之紀錄。 

(96/11/1) 
Ⅲ 骨齡≦14 歲（請檢附骨齡Ｘ光片） 

(4)治療劑量：不超過 1 IU/kg/wk 或0.35 mg/kg/wk。
(96/11/1) 

(5)繼續治療條件（每年評估一次）： 

Ⅰ 骨齡≦14 歲。 
Ⅱ 第一年生長速率比治療前增加至少2 公分/
年。 

Ⅲ 第二年開始，生長速率至少4 公分/年。 



 

101 

 

5.用於治療SHOX 缺乏症患者使用生長激素治療的
原則：(104/6/1) 

(1)診斷：SHOX 基因突變或缺乏(請檢附檢查報告，
若為點突變者，需加附文獻資料證實此突變確為
致病突變)。 

(2)開始治療條件： 

Ⅰ.年齡至少六歲。 
Ⅱ.身高低於第三百分位以下且生長速率一年小
於四公分，需具有資格申請生長激素治療的醫
療機構身高檢查，每隔三個月一次，至少六個
月以上之紀錄。 

Ⅲ.骨齡：男性≦16 歲、女性≦14 歲(請檢附骨
齡X 光片) 

(3)治療劑量：不超過 0.35 mg/kg/wk。 

(4)繼續治療條件(每年評估一次)： 

Ⅰ.骨齡：男性≦16 歲、女性≦14 歲(請檢附骨
齡X 光片) 

Ⅱ.第一年生長速率比治療前增加至少2 公分/
年。 

Ⅲ.第二年開始，生長速率至少4 公分/年。 
(5)需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5.4.1.2.生長激素（Genotropin）用於治療普瑞德威利
氏症候群（Prader-WilliSyndrome）患者時：（93/5/1） 

1.限用於經由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小兒或內分泌專
科醫師具小兒遺傳或小兒內分泌專長醫師診斷確
認，且患者之骨齡男性≦16 歲、女性≦14 歲之
病患。 

2.治療期間發生下列情形應停止治療：發生糖尿病、
或其他嚴重副作用時。 

3.建議治療劑量：給予每天0.1 IU/kg（約等於
0.035mg/kg）之生長激素治療。 

4.治療時注意事項： 

(1)應於開始治療之前及每三至六個月定期監測血
糖及血脂檢查 (Lipid profile)等臨床生化指標、
重高指數變化、活動力與肌肉張力、Sleeping 

Study 。 治 療 一 年 後 測 量 身 體 組 成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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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DXA)、骨齡X 光片。 

(2)普瑞德威利氏症候群患者容易發生睡眠窒息，這
種現象或許治療後可減輕。最近發現年幼之患者
可能因為一般之上呼吸道感染而引發猝死，也曾
經發生在生長激素治療中的病人身上。目前並不
清楚生長激素治療是否會改變猝死的發生，故不
論是否接受治療，都需要提醒普瑞德威利氏症候
群年幼患者之家長，在患者有呼吸道問題時需要
特別的注意。 

5.4.2.Bromocriptine： 

如用於產後正常性泌乳之抑制，不予給付。 

5.4.3.Octreotide inj (如Sandostatin inj) 限：（87/11/1、
102/1/1） 

1.對手術、放射線療法或dopamine 作用劑療法控制
無效的肢端肥大症患者。 

2.預防胰臟手術後的併發症，最長使用七天。 

3.使用於胃、食道靜脈曲張出血，最長以三天為原
則。 

4.治療患有功能性症狀之胃、腸、胰內分泌腫瘤的患
者。（102/1/1） 

5.4.4. Octreotide 長效型注射劑 (如Sandostatin LAR 

Microspheres forInjection)：（89/7/1、102/1/1、104/4/1） 

1.對手術、放射線療法或dopamine 作用劑療法控制
無效的肢端肥大症患者。 

2.治療患有功能性症狀之胃、腸、胰內分泌腫瘤的患
者。（102/1/1） 

3.治療患有晚期間腸(midgut)或已排除原位非間腸處
而原位不明之分化良好(well-differentiated)的神經
內分泌瘤患者。（104/4/1） 

4.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以一年為限，
期滿須經再次申請核准後才得以續用。（104/4/1） 

5.用於治療上述第1、2 項患者時，每次注射以20 mg 

為原則，每次注射需間隔四週；用於治療上述第3 

項患者時，每次注射以30 mg 為原則，每次注射
需間隔四週。若因病情需要超過使用量，應於病
歷詳細紀錄以備查核。（1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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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Somatostatin：（87/11/1、89/5/1） 

1.預防胰臟手術後的併發症，最長使用五天。 

2.使用於胃、食道靜脈曲張出血最長以三天為原則。 

3.嚴重性急性消化性潰瘍出血，急性之糜爛或出血性
胃炎之急性嚴重出血，經內視鏡處理同時經氫離
子幫浦阻斷劑或乙型組織胺受體阻斷劑注射治療
仍不能止血，且不適合外科手術者，得使用本品
作為輔助治療三天。 

5.4.6.Lanreotide inj （如Somatuline）：（88/6/1、89/5/1、
93/12/1、98/1/1） 

1.限使用於對手術、放射線療法或dopamine 作用劑
療法控制無效的肢端肥大症病患。 

2.類癌瘤患者，限無法外科手術者。孕婦、小兒不得
使用。(93/12/1) 

5.4.7.Cabergoline (如 Dostinex Tab.)：(91/6/1) 

1.限用於高乳促素血症引起之狀況。 

2.如用於產後正常性泌乳之抑制，不予給付。 

5.4.8. Pasireotide：(如Signifor) (103/7/1） 

1.限用於治療無法接受腦下垂體手術或已接受此手
術未能治療的庫欣氏病(Cushing's disease)患者。 

2.限內分泌及神經外科專科醫師使用。 

3.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一年須重新申請。 

5.5.其他 Miscellaneous 

5.5.1.Gn-RH analogue （如Buserelin；Goserelin；
Leuprorelin；Triptorelin；Nafarelin(acetate)等製劑）
(92/1/1、93/4/1、95/4/1、98/5/1、99/2/1、99/10/1、
100/2/1、106/2/1) 

1.本類藥品限用於前列腺癌、中樞性早熟、子宮內膜
異位症及停經前(或更年期前)之乳癌病例。（85/1/1、
98/5/1、106/2/1) 

2.本類製劑用於中樞性早熟、乳癌及子宮內膜異位症
病例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依下列規範使用(98/5/1、
99/10/1)： 

(1)中樞性早熟 

Ⅰ.診斷：中樞性早熟（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CPP ） LHRH 測驗呈 LH 反應最高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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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U/mL 且 合 併第二性徵。 包括特發性 

(Idiopathic CPP,ICPP) 和病理性  (Pathologic 

CPP, PCPP) 

Ⅱ.治療條件： 

i. 年齡：開始發育的年齡，女孩≦七歲，男孩
≦八歲。 

ii. 骨齡加速：較年齡至少超前二年。 

iii.預估成人身高需兼具下列3 條件：(95/4/1) 

a.女≦一五三公分，男≦一六五公分 

b.比標的身高（target height，TH）至少相同或
較矮；TH=【父親身高＋母親身高＋11（男）
－11（女）】÷ 2。 

c.在追蹤六至十二個月期間，骨齡增加與年齡
增加比率≧2.0，且預估身高(PAH) 減少至
少五公分。 

iv. PCPP 中合併中樞神經疾病者，不受ii、iii 之
限制。 

Ⅲ.治療劑量及使用法：GnRH analogue 最高3.75 

mg，每三至四週注射一次 (途徑依藥廠規定) 

Ⅳ.治療監測：身高和體重至少每三個月測量一次，
骨齡至少每六至十二個月測定一次。 

Ⅴ.繼續治療條件： 

i.生長速率≧2 公分／年， 

ii.骨齡：女小於十四歲，男小於十五歲。 

Ⅵ.使用醫師：限小兒內分泌或新陳代謝專科醫
師。 

Ⅶ.限區域醫院以上層級之醫院使用。 
(2)停經前（或更年期前）之嚴重乳癌，須完全符合
以下二點：(86/9/1、99/2/1) 

Ⅰ.荷爾蒙接受體陽性。 

Ⅱ . 無法忍受其他荷爾蒙製劑  (tamoxifen 、
megestrol 等)，且為停經前婦女有轉移性乳癌者。 

(3)停經前(或更年期前)之早期乳癌，且須完全符合
以下六點：(100/2/1、106/2/1) 

Ⅰ.與tamoxifen 合併使用，作為手術後取代化學
治療之輔助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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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荷爾蒙接受體為強陽性：ER/PR 為2+或3+。 

Ⅲ.Her-2 Fish 檢測為陰性或IHC 為1+。 

Ⅳ.淋巴結轉移數目須≦3 個。 

Ⅴ.使用期限：leuprorelin 或goserelin 使用3 年，
tamoxifen 使用5 年。(106/2/1) 

Ⅵ.須事前審查，並於申請時說明無法接受化學治
療之原因。 

(4)本品使用於子宮內膜異位症之規定：（87/10/1、
98/5/1） 

Ⅰ.經客觀診斷之第二期(含)以上子宮內膜異位症 

(AFS 修訂之評分標準（以下簡稱rAFS），需
附手術紀錄及病理報告證明)；且符合下列各項
條件之一者，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GnRH 

analogue 

i.肝機能不全（ALT 或AST 大於正常值三倍）、
腎功能不全（creatinine > 2 mg%）、鬱血性心
臟病，不適用各種荷爾蒙藥物治療者。 

ii.曾使用各種荷爾蒙藥物治療，引起藥物過敏或
不可逆之藥物不良反應者。 

Ⅱ.前項藥物治療以連續六個月為上限。 
5.5.1.1.Degarelix（如Firmagon）：（103/9/1）限用
於成年男性晚期荷爾蒙依賴型前列腺癌患者。 

5.5.2.抑鈣激素製劑 (Salmon calcitonin injection)用於
惡性疾病之高血鈣症或變形性骨炎 ( Paget's disease)

（85/10/1、93/8/1、100/1/1、103/2/1）。 

5.5.3.Bisphosphonate 

5.5.3.1.Clodronate；pamidronate：（85/1/1、87/4/1、
93/2/1、96/1/1、100/1/1）限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患
者使用： 

1.血清鈣濃度超過2.75 mmol/L (11.0mg %) 或游離
鈣大於5.6 mg /dL 者。 

2.惡性腫瘤之蝕骨性骨頭轉移之病患，在使用嗎啡、
可待因等止痛劑後仍不易控制者。 

3. Multiple Myeloma, Breast Cancer, Prostate Cancer 

併有蝕骨性骨轉移之病患(96/1/1)。 

5.5.3.2.Zoledronic acid：(93/6/1、93/12/1、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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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1) 

5.5.3.2.1.Zoledronic acid 4mg/vial ( 如 Zometa 

Powder For Solution ForInfusion 4mg)( 98/6/1、
100/1/1) 

限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患者使用： 

1.用於治療惡性腫瘤之高血鈣併發症 (HCM)，且
限用於血清鈣濃度超過2.75mmol/L (11.0mg/dL) 

或游離鈣大於5.6 mg/dL (93/6/1)。 

2.Multiple Myeloma ， Breast Cancer ， Prostate 

Cancer 併有蝕骨性骨轉移之病患 (96/1/1)。 

5.5.3.2.2.Zoledronic acid 5mg ( 如 Aclasta 

5mg/100mL Solution forinfusion)( 98/6/1、100/1/1)

用於變形性骨炎(Paget's disease) 

5.5.3.3.Etidronate（如Etibon）：(87/10/1、100/1/1)

限用於Paget’s disease 之症狀治療及異位性骨化
症之治療。 

5.5.3.4.Ibandronic acid: (96/8/1、97/8/1、100/1/1) 

5.5.3.4.1.Ibandronic acid 2mg/2mL；6mg/6mL（如
Bondronat concentrate forsolution for infusion）
(96/8/1、100/1/1)限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患者使
用： 

(1)限用於治療惡性腫瘤之高血鈣併發症，且限用於
血清鈣濃度超過2.75 mmol/L(11.0mg/dL)或游離
鈣大於5.6 mg/dL 之病例。 

(2)限Breast Cancer 併有蝕骨性骨轉移之病患。 

5.5.4.Denosumab（如Xgeva）(102/1/1、104/12/1)限用
於：乳癌、前列腺癌及肺癌併有蝕骨性骨轉移之病
患。 

5.5.6.Rasburicase（如Fasturtec 注射劑）(93/5/1) 

1.限用於血液腫瘤（急性白血病和high grade 淋巴瘤）
患者之下列情形： 

(1)治療前或療程開始後，血清尿酸值高於10mg/dL；
兒童高於8mg/dL 者。 

(2)有心臟或腎臟衰竭，無法忍受大量靜脈輸液者。 

(3)對allopurinol 過敏者。 

2.使用以每日一至二劑並以三日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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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Mecasermin（如Increlex 注射劑）(98/5/1) 

1.限由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小兒內分泌或新陳代謝
專科醫師實施。 

2.Primary IGF-I deficiency 

(1)診斷：GH-IGF axis 有明確的基因突變（即
homozygotes 或compoundheterozygotes）（請檢
附檢驗報告）。 

(2)開始治療條件： 

I.年齡至少二歲。 
II. 身高低於同性別同年齡正常孩童之-3SD。 
III.生長速率一年小於4 公分，需具醫療機構之身
高檢查每隔三個月一次，至少六個月以上之紀
錄。 

IV.骨齡比實際年齡遲緩至少二個標準差。 

V.血清生長激素濃度之基礎值或施行生長激素刺
激試驗的最高值超過10ng/mL。 

VI.血清IGF-I 基礎值低於50μg/L。 

VII.血清IGFBP-3 基礎值低於1.0mg/L。 

VIII.IGF generation test （ 給 予 生 長 激 素
33μg/kg/day 皮下注射四天）後血清IGF-I 值增
加不超過20μg/L。血清IGF-BP3 值增加不超過
0.4 mg/L。 

3.Isolated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type IA

（GHD-IA） 

(1)診斷：GH1 gene 有明確的脫失突變（deletion）
（請檢附檢驗報告） 

(2)開始治療條件： 

I.年齡至少二歲。 

II.身高低於同性別同年齡正常孩童之-2SD。 

III.生長速率一年小於4 公分，需具醫療機構之身
高檢查每隔三個月一次，至少六個月以上之記
錄。 

IV.骨齡比實際年齡遲緩至少2 個標準差。（請檢
附骨齡X 光片） 

V.施行 insulin、clonidine、L-Dopa、glucagon、
arginine 等檢查，有兩項以上之檢查皆偵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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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長激素值。 

VI.施予生長激素治療第一年比生長激素治療前
多3 公分以上，但後來以適當生長激素劑量治
療，年生長速率仍小於3 公分。 

4.治療劑量：不超過120μg/kg 皮下注射每天兩次。 

5.治療監測：病人至少每3 個月測量身高體重一次，
每6 -12 個月評估骨齡一次。 

6.繼續治療條件： 

(1)男童骨齡＜16 歲，女童骨齡＜14 歲，且骨端尚
未癒合患者。 

(2)第一年生長速率比治療前增加至少3 公分。 

(3)第二年開始，生長速率至少4 公分/年。 

5.6.骨質疏鬆症治療藥物(100/1/1) 

5.6.1 抗骨質再吸收劑（anti- resorptive）(101/3/1、
101/5/1、102/2/1、102/8/1、103/2/1、103/10/1、104/8/1) 

1.藥品種類 

(1)Bisphosphonates（雙磷酸鹽類）：alendronate（如
Fosamax ） 、  zoledronate5mg ( 如 Aclasta 

5mg/100mL solution for infusion)、risedronate（如
Reosteo）、 ibandronate 3mg/3mL (如Bonviva 

3mg/3mL solution forinjection) 

(2)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 (SERM，選
擇性雌激素接受體調節劑）： raloxifene（如
Evista ）、bazedoxifene（如Viviant）(102/2/1) 

(3)Human monoclonal antibody for RANKL

（RANKL 單株抗體）：denosumab（如Prolia）
(101/3/1) 

2.使用規定 

(1)限用於停經後婦女（alendronate、zoledronate、
denosumab 及risedronate亦可使用於男性）因骨
質疏鬆症（須經DXA 檢測BMD 之T score≦ 

-2.5SD）引起脊椎或髖部骨折，或因骨質疏少症
(osteopenia)( 經 DXA 檢測BMD 之 -2.5SD <T 

score <-1.0SD)引起脊椎或髖部2 處或2 次(含)

以上之骨折。 

(101/5/1、102/8/1、103/10/1、1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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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治療時，一次限用一項藥物，不得併用其他骨質
疏鬆症治療藥物。 

(3)使用雙磷酸鹽類藥物，須先檢測病患之血清
creatinine 濃度，符合該項藥物仿單之建議規定。 

5.6.2 Parathyroid hormones and analogues （副甲狀腺
素及類似劑）：teriparatide 注射劑(101/7/1)限用於 

1.停經後骨質疏鬆婦女。 

2.原發性或次發於性腺功能低下症造成骨質疏鬆之
男性。 

3.需符合下列條件： 

(1)引起脊椎或髖部多於2 (含)處骨折，經評估（須
於病歷載明）無法耐受副作用或在持續配合使用
抗骨質吸收劑至少連續12 個月的情況下仍發生
至少1 處新的骨折之病患。 

(2)骨質疏鬆之程度，須經DXA 檢測 BMD 之T 

score 小於或等於-3.0SD。 

4.使用不得超過18 支並於二年內使用完畢，使用期
間內不得併用其他骨質疏鬆症治療藥物。 

備註DXA: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 BMD: 

Bone mineral density 

 

第6 節呼吸道藥物 Respiratory tract 

drugs 

6.1.吸入劑 Inhalants 

1.乙二型擬交感神經劑（β2-agonists）、抗膽鹼劑
（anticholinergics）、類固醇藥物吸入劑（steroid 

inhalants）等，依「成人呼吸道疾患吸入製劑給付
規定表」(91/8/1)及「兒童呼吸道疾患吸入製劑給
付規定表」規定辦理；呼吸道藥物複方製劑比照
辦理。 

2.Formoterol fumarate dehydrate (如Oxis Turbuhaler)，
依「成人呼吸道疾患吸入製劑給付規定表」(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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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兒童呼吸道疾患吸入製劑給付規定表」規定
辦理。 

6.2.其他 Miscellaneous 

6.2.1.Surfactant (如Exosurf；Survanta)：(85/1/1) 

1.新生兒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引起的呼吸窘迫
症候群 (respiratorydistress syndrome)。 

2.治療條件：患有hyaline membrane disease 引起呼
吸窘迫症候群的新生兒，需使用人工呼吸器，且
FIＯ2 設定於40 %以上，仍無法維持blood gas Pa

Ｏ2 大於80 mmHg 以上或Ｏ2 artery/Ｏ2 alveoli 

小於0.2，並排除其他原因，如肺炎所引起的呼吸
窘迫情況。 

3.使用時機：出生後48 小時內最多使用 4 劑量，第
一劑量建議在出生後8小時內使用。 

6.2.2.Loratadine syrup（如Clarityne）：(88/6/1、97/ 12/ 

1)依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之通則八使用本項
藥品(97/12/1)。 

6.2.3.Zafirlukast (如Accolate tabs）：(88/8/1，90/1/1 修
訂) 

1.限用於成人「輕度至中度持續支氣管哮喘」疾患。 

2.病歷上應詳細記載上個月發作次數、頻率及PEFR 

值之變化。 

3.每月最大量限六十粒。 

4.本品項不得與cromoglycate 或ketotifen 併用。 

6.2.4. Montelukast sodium (如Singulair Coated Tab, 

Singulair ChewableTabs)：(90/7/1) 

1.限用於六歲以上之小兒及成人「輕度至中度持續性
支氣管哮喘」疾患。 

2.病歷上應詳細記載上個月發作次數、頻率及PEFR 

值之變化。 

3.每月最大量限三十粒。 

4.本品項不得與cromoglycate 或ketotifen 併用。 

※「輕度持續支氣管哮喘 (mild persistent asthma)」
之定義： 

(1)氣喘發作次數每週多於一次，但並非每天發作。 

(2)發作時會影響日常生活及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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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夜晚發作次數每月多於二次。 

(4)尖峰呼氣流速  (Peak Expiratory Flow Rate；
PEFR) 或第一秒呼氣量大於80%預測值；每日變
異值為20-30%。 

6.2.5.Montelukast sodium 4mg(如Singulair Chewable 

Tab. 4mg、Singulair oral granules 4mg)：(92/1/1、
100/7/1) 

須符合下列各項條件： 

1.限用於「輕度至中度持續支氣管哮喘病患」。 

2.Chewable Tab. 4mg 限用於二歲~五歲嬰幼兒、oral 

granules 4mg 限用於6個月~五歲嬰幼兒。 

3.病歷上應詳細記載上個月發作次數、頻率。 

4.每月最大量限三十粒(包)。 

5.本品項不得與cromoglycate 或ketotifen 併用 

6.2.6.Omalizumab (如Xolair)：（97/6/1、100/6/1、
103/10/1） 

1.限用於 

(1)12 歲以上之青少年或成人經胸腔內科或小兒科
或過敏免疫專科醫師診斷為「重度持續性氣喘」病
患，為非抽煙或正積極戒煙者，需符合下列條件。 

I.臨床病史顯示對某過敏原過敏或經由體內試驗 

(如skin prick test)或體外IgE 試驗 (如CAP、
MAST、RAST、FAST、ELISA test 等) 呈陽性
反應者。 

II.必須檢附「免疫球蛋白IgE 檢驗結果」。免疫
球 蛋 白 Total IgE 檢 驗 結 果 必 須 介 於 

30~1300IU/mL，但使用抗IgE 製劑後IgE 值降
低者不在此限(103/10/1)。 

III.已接受高劑量類固醇藥物吸入劑 (青少年大於
400 mcg belcomethasonedipropionate/day 以上
或他類固醇藥物吸入劑相等劑量；成人大於
800mcgbeclomethasone dipropionate/day 以上
或其他類固醇藥物吸入劑相等劑量)及併用其
他治療，如：長效乙二型作用劑 (β2-agonist)、
口服類固醇治療、口服theophylline 或抗白三烯
素類藥品仍控制不良者，且過去四週氣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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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穩定者(包括:日間症狀每週超過2 次、日
常活動受到限制、有夜間氣喘症狀發作或到醒
來、需要緩解型藥物每週超過2 次或以上，符
合上述條件2 者或以上者) (103/10/1)。 

IV.病歷記載有氣喘病史或需經證實為氣喘病患，
支氣管擴張試驗顯示FEV1reversibility 超過
12%與絕對值增加200mL 以上，或使用類固醇
後FEV1 增加20%以上(103/10/1)。 

(2)6 -12 歲兒童經胸腔內科或小兒科或過敏免疫
專科醫師診斷為「重度持續性氣喘」病患，需符
合下列條件。（100/6/1） 

I.臨床病史顯示對某過敏原過敏或經由體內試驗 

(如skin prick test)或體外IgE 試驗 (如CAP、
MAST、RAST、FAST、ELISA test 等) 呈陽性
反應者。 

II.必須檢附「免疫球蛋白IgE 檢驗結果」。免疫
球 蛋 白 Total IgE 檢 驗 結 果 必 須 介 於 

30~1300IU/mL，但使用抗IgE 製劑後IgE 值降
低者不在此限。 

III.已接受高劑量類固醇藥物吸入劑  (大於
400mcg Beclomethasonedipropionate/day 以上
或其他類固醇藥物吸入劑相等劑量) 及併用其
他治療，如：長效乙二型作用劑 (β2-agonist)、
口服類固醇治療、口服theophylline 或抗白三烯
素類藥品仍控制不良者，且過去四週氣喘控制
仍不穩定者 (包括:日間症狀每週超過2 次、日
常活動受到限制、有夜間氣喘症狀發作或到醒
來、需要緩解型藥物每週超過2 次或以上，符
合上述條件2者或以上者) (103/10/1)。 

IV.病歷記載有氣喘病史或需經證實為氣喘病患，
支氣管擴張試驗顯示FEV1reversibility 超過
12%與絕對值增加200mL 以上，或使用類固醇
後FEV1 增加20%以上(103/10/1)。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每月使用不得超過2 次。 

4.應於病歷上詳細記載上個月發作次數、頻率及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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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PEFR 值或FEV1 值)之變化。 

5.使用16 週後需進行評估，與未使用前比較，症狀
確實改善，方可繼續使用。備註：「症狀改善」
的定義為每日症狀或PEFR 的改善，或減少口服
或吸入性類固醇的使用，或減少非常規回診的次
數或急診就醫或住院次數。 

6.2.7. Nintedanib(如Ofev)：（106/3/1） 

1.需檢附肺部HRCT (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影像檢查。 

2.經專科醫師確診為特發性肺纖維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IPF)後，病人的用力肺活量
(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 在50~80%之間。 

3.停止治療條件：在持續使用nintedanib 的期間內，
若病人肺功能出現惡化（經確認病人的用力肺活
量預測值降低10%或以上情況發生時），應停止
使用。 

4.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24 週需檢送評估資
料再次申請。 

全民健康保險呼吸道疾患吸入製劑給付規定表固定
劑量吸入劑(MDI)(91/8/1) 粉狀吸入劑(DPI) 液態吸
入劑(nebulizer)乙二型擬交感神經劑(β2‐agonists) 

一、一般使用頻率每日四到六次。 

二、每月最大劑量為180 劑 (puff)。 

三、不建議長期規則使用。 

四、長效劑型每日兩次(BID)，限中度持續性以上
之哮喘及中等嚴重以上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使用，不建議急性發作時使用，每月至多使
用一支，開立時病歷上應詳細記載氣喘發作狀
況及尖峰呼氣流速之數據。 

使用劑量及調整方式同固定劑量吸入劑(MDI)。 

一、阻塞性肺疾病急性發作時，每20分鐘至一小時
使用一次。 

二、急性症狀消失後恢復為每日四到六次。 

三、視情況繼續居家使用，每次處方以一週為限。 

四、每月最大劑量為60 小瓶(vial)。 

抗膽鹼劑(anticholiner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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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性使用為每日四到六次。 

二、每月最大劑量為180 劑 (puff)。 

三、如配合儲備艙(spacer)或間歇液態吸入劑的使
用，則每月使用劑量可以降低。 

一、阻塞性肺疾病急性發作時，每20分鐘至一小時
使用一次。 

二、急性症狀消失後恢復為每日四到六次。 

三、視情況(＊)繼續居家使用，每月最大劑量為120 

小瓶(vial)。 

類固醇藥物吸入劑(steroid inhalants) 

一、維持劑量視個人而定，一般建議為每日200‐800 

mcg。 

二、病況不穩時可加倍劑量，三到五日後回復到
200‐800 mcg 的建議維持劑量。 

三、最大處方量每個月兩瓶，需註明上次取藥日
期。 

使用劑量及調整方式同固定劑量吸入劑(MDI)。 

一、阻塞性肺疾病併有其他不適合口服、靜脈注射
的狀況、具有人工呼吸道需要使用類固醇的狀
況。 

二、拔管後、使用固定劑量吸入劑或粉狀吸入劑效
果不彰、或使用技巧無法配合等狀況使用。 

三、適應症或狀況消失後應儘速改用其他劑型，一
般使用以不超過一週為原則。 

＊小容積化霧器或液態吸入劑 

一、病人被判斷為無法有效地操作固定劑量吸入劑 

(MDI) 裝置 

二、病患肺活量低於7 mL × 1.5/kg 或吸氣流量 

(inspiratory flow) 低於每分鐘30 公升，或停止
呼吸之能力低於4 秒時。 

三、使用固定劑量吸入劑之病患，反覆發作急性呼
吸道阻塞損及使用此裝置之能力。 

四、使用固定劑量吸入劑或粉狀吸入劑 (DPI) 效
果並不理想時，亦可使用小容積化霧器或液態
吸入劑，惟必須定期評估。 

全民健康保險兒童呼吸道疾患吸入製劑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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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固定劑量吸入劑(MDI)粉狀吸入劑(DPI) 液態吸
入劑乙二型擬交感神經劑(β2‐agonists) 

一、需要時才使用，不建議長期規則使用。 

二、每日最多六次(puffs)，每月最多一百次。 

三、長效劑型每日一至兩次 (BID)，急性發作不建
議使用。 

使用劑量及調整方式同固定劑量吸入劑(MDI)。 

一、阻塞性肺病（如氣喘、哮吼等）急性發作時，
每二十分至二小時使用一次。 

二、急性症狀緩解後治療，有需要才使用，每日最
多六次，每月最高用量三十次。 

三、氣喘病人可合併使用吸入性類固醇，可減少長
期使用。 

四、視情況居家使用，以二天為限。 

抗膽鹼劑(anticholinergics) 

一、一般性使用為每日四到六次。 

二、每月最大用量一百次，配合spacer使用，使用
劑量可以降低。 

一、阻塞性肺病（如氣喘、哮吼等）急性發作時，
每二十分至二小時使用一次。 

二、沒有急性重症發作時，每月用量三十次以內。 

類固醇藥物吸入劑(steroid inhalants) 

一、有需要應規則使用，配合簡易尖峰吐氣量計
（PEFR）調整。 

二、維持劑量在每日50‐800 mcg。 

三、每月最大用量一至二瓶。 

使用劑量及調整方式同固定劑量吸入劑(MDI)。 

一、阻塞性肺病（如氣喘、哮吼等）急性發作，在
確定診斷下，每十二小時使用一劑（0.05mg/kg，
上限2mg/次）。 

二、拔管前後之病人，亦適合使用，不超過二天。 

三、使用一至三天後，應轉成其他MDI 劑型使用。
超過三天使用，應說明理由。 

＊MDI 使用於年紀小者，可配合spacer 或
aerochamber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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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 節腸胃藥物 Gastrointestinal 

drugs 

7.1 消化性潰瘍用藥： 

1.藥品種類： 

(1)制酸懸浮劑： 

各廠牌瓶裝、袋裝制酸懸浮劑及袋裝顆粒制酸劑。 

(2)乙型組織胺受體阻斷劑： 

各廠牌乙型組織胺受體阻斷劑之口服製劑與針
劑。 

(3)氫離子幫浦阻斷劑： 

各廠牌氫離子幫浦阻斷劑。 

(4)細胞保護劑：如gefarnate、cetraxate、
carbenoxolone 等。 

(5)其他消化性潰瘍用藥： 

dibismuth trioxide, sucralfate, pirenzepine HCl, 

Gaspin, Caved-S,misoprostol, proglumide 及其他
未列入之同類藥品，價格與其相當者比照辦理。 

2.使用規定： 

(1)使用於治療活動性（active）或癒合中（healing）
之消化性潰瘍及逆流性食道炎。(92/10/1) 

(2)瘢痕期（scar stage）之消化性潰瘍復發預防，其
劑量依照醫理減量使用。 

(3)消化性潰瘍及逆流性食道炎符合洛杉磯食道炎
分 級 表 （ The Los AngelesClassification of 

Esophagitis※備註）Grade A 或Grade B 者，欲
使用消化性潰瘍用藥，其使用期間以四個月為限，
申報費用時需檢附四個月內有效之上消化道內
視鏡檢查或上消化道Ｘ光攝影報告，其針劑限使
用於消化道出血不能口服之病人急性期替代療
法。(92/10/1) 

(4)經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診斷為重度逆流性食道
炎，且符合洛杉磯食道炎分級表（The 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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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es Classification of Esophagitis※備註）
Grade C或Grade D 者，得經消化系專科醫師之
確認後可長期使用消化性潰瘍用藥一年。另外，
下列病患得比照辦理：(92/10/1) 

Ⅰ.胃切除手術縫接處產生之潰瘍。 

Ⅱ.經消化系專科醫師重覆多次（三次以上）上消
化道內視鏡檢查確認屬難治癒性之潰瘍。經診
斷確定為Zollinger-Ellision 症候群之病患，得
長期使用氫離子幫浦阻斷劑而不受一年之限
制。 

(5)需使用NSAIDs 而曾經上消化道內視鏡或Ｘ光
攝影證實有過潰瘍，得於使用NSAIDs 期間內，
經消化系專科醫師之確認後可使用消化性潰瘍
用藥。(92/10/1) 

(6)對於症狀擬似逆流性食道炎之患者，但其上消化
道內視鏡檢查無異常，若欲使用消化性潰瘍用藥，
則需檢附其他相關檢查（如24 小時pH 監測）
的結果。(92/10/1) 

(7)消化性潰瘍穿孔病人經手術證實者，且所施手術
僅為單純縫合，未作胃酸抑制相關手術者，可檢
附手術記錄或病理檢驗報告，申請使用消化性潰
瘍用藥，但以四個月內為限，如需繼續使用，仍
請檢附胃鏡檢查或上腸胃道Ｘ光檢查四個月內
有效報告影本。(92/10/1) 

(8)嚴重外傷、大手術、腦手術、嚴重燙傷、休克、
嚴重胰臟炎及急性腦中風者為預防壓力性潰瘍，
得使用消化性潰瘍藥品。此類藥物之針劑限使用
於不能口服之前述病患短期替代療法。 

(9)消化性潰瘍病患得進行初次幽門螺旋桿菌消除
治療，使用時需檢附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或上消
化道Ｘ光攝影報告並註明初次治療。(92/10/1) 

(10)幽門螺旋桿菌之消除治療療程以二週為原則，
特殊病例需延長治療或再次治療，需檢附相關檢
驗報告說明理由。 

(11)下列病患若因長期服用NSAIDs 而需使用前列
腺素劑(如misoprostol)，得免附胃鏡報告：(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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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紅斑性狼瘡。 

Ⅱ五十歲以上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或僵直性脊椎
炎之病患。 

(12)經消化系專科醫師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並經
病理切片確診為Barrett’sesophagus 之病患，可使
用消化性潰瘍用藥一年，一年內至少須經上消化
道內視鏡檢查追蹤一次。(101/1/1) 

備註： 

1.The Los Angeles Classification of Esophagitis :  

Grade A: One or more mucosal break,each ≦5mm 

long,confined to themucosal folds。 

Grade B: One or more mucosal break > 5mm long, 

confined to the mucosalfolds but not continuous 

between the tops of two mucosal folds。 

Grade C: One or more mucosal break continuous 

between the tops of twoor more mucosal folds but 

which involve less than 75% of theesophageal 

circumference。 

Grade D: Mucosal breaks which involve less than 

75% of the esophagealcircumference。 

2. 醫療院所使用單價新台幣四元(含)以下之消化性
潰瘍用藥時，得由醫師視病情決定是否需要上消
化道內視鏡檢查。(92/10/1) 

7.2.止吐劑 Antiemetic drugs 

7.2.1.Serotonin antagonists（如ondansetron、granisetron、
tropisetron、ramosetron、palonosetron 等）(93/2/1、
93/9/1、98/9/1、99/5/1、101/4/1、102/9/1) 

1.血液幹細胞移植患者接受高劑量化學治療時。 

2.惡性腫瘤患者及風濕免疫疾病（如紅斑性狼瘡、類
風濕性關節炎、貝西氏症、皮肌炎/多發性肌炎、
硬皮症、血管炎等）患者接受化學治療時，依下
述情形使用：(98/9/1、99/5/1) 

(1)前述患者處方高致吐性藥品，可預防性使用
ondansetron 8~32 mg、 granisetron 1~3 mg、
tropisetron 5 mg、ramosetron 0.3 mg 一日劑量。
必要時其使用以不得超過五日為原則。若發生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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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延遲性嘔吐，得直接使用，每療程使用不得超
過五日為原則。 

(2)前述患者處方中致吐性藥品，可預防性使用
ondansetron 8~32 mg、 granisetron 1~3 mg、
tropisetron 5 mg、ramosetron 0.3 mg 一日劑量。
若發生嚴重延遲性嘔吐，使用dexamethasone 及 

metoclopramide 無效之病例，每療程使用以不得
超過五日為原則。病歷需有使用dexamethasone 

及metoclopramide 無效之記錄。 

(3)血液腫瘤病患接受化學治療，需使用中、高致吐
性抗癌藥品時，得依患者接受抗癌藥品實際使用
天數使用本類製劑。(93/9/1) 

(4)Palonosetron 限於中、高致吐化學治療之前使用。
(99/5/1) 

3.接受腹部放射照射之癌症病人，得依下列規範使用
ondansetron、granisetron等藥品：(93/9/1) 

(1)Total body or half body irradiation 

(2)Pelvis or upper abdominal region of single 

irradiation dose> 6 Gy 

(3)腹部放射治療中產生嘔吐，經使用
dexamethasone、metoclopramide 或
prochlorperazine 等傳統止吐劑無效，仍發生嚴
重嘔吐之患者。 

4.穿皮貼片劑限用於無法口服之病患。(102/9/1) 

7.2.2. Neurokinin-1 receptor antagonist （如aprepitant、
fosaprepitant）(94/10/1、101/02/1、101/4/1、101/12/1、
102/8/1) 

1.與其他止吐藥劑併用，以防止由高致吐性癌症化療
藥物在初次或重覆使用時所引起的急性或延遲性
噁心與嘔吐。(101/2/1) 

2.口服製劑限用三天，每日限用一顆。注射製劑限於
化療第一天使用。(101/4/1、101/12/1) 

3.本品除第一天外，不得併用5-HT3 之藥物。
(101/4/1) 

4.若於化療第四天（含）後仍有Grade 2 以上之嘔吐，
則於第四天及第五天可依照7.2.1.規範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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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otonin antagonist。(102/8/1) 

備註： 

1. 高致吐性藥物： cisplatin (>50 mg/m2/day) 、
carmustine (≧250 mg/m2 /day)、cyclophosphamide 

(>1500 mg/m2/day)、methotrexate (≧1.2 gm/m2/day) 、
中致吐劑量之anthracycline 藥物合併另一中致吐性
藥物。 (101/02/1、101/4/1）。 

2.中致吐性藥品： (101/4/1) 

cisplatin (≧30 mg/m2/day, ≦50 mg/m2/day) 、
carmustine (<250 mg/m2/day)、 cyclophosphamide 

(≦1500 mg/m2 /day) 、 doxorubicin (≧45 

mg/m2/day)、epirubicin (≧70 mg/m2/day)、irinotecan、
idarubicin (≧10 mg/m2/day)、daunorubicin (≧60 

mg/m2 /day) 、 dactinomycin (actinomycin-D) 、
arsenictrioxide 、 melphalan (≧50 mg/m2/day) 、
cytarabine、carboplatin、oxaliplatin、 ifosfamide、
mitoxantrone，dacarbazine 且其使用劑量為一般公
認治療劑量或上述規定劑量時。 

7.3.其他 Miscellaneous 

7.3.1.Mesalazine（如Asacol）、balsalazide (如
Basazyde)(94/5/1)：限潰瘍性結腸炎、庫隆氏症病例
使用。 

7.3.2.益生菌類藥物Antidiarrheal microorganisms：限用
於接受放射治療、化學療法患者，治療期間造成的
腹瀉。（97/8/1） 

7.3.3. Racecadotril (如Hidrasec)(106/3/1) 

每療程使用不得超過5 天。 

第8 節免疫製劑 Immunologic 

agents 

8.1.疫苗及免疫球蛋白 Vaccines and Immunoglobulins 

8.1.1.Hepatitis B immune globulin： 

應以HBsAg (-)，Anti-HBc (-)之醫院工作人員為主，
且傳染者需為HBsA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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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刪除) 

8.1.3.高單位免疫球蛋白 (如Gamimune-N; 

Venoglobulin 等)： 

限符合下列適應症病患檢附病歷摘要（註明診斷，相
關檢查報告及數據，體重、年齡、性別、病史、曾否
使用同一藥品及其療效…等） 

1.先天或後天性免疫球蛋白低下症併發嚴重感染時
（需附六個月內免疫球蛋白檢查報告) 

2.免疫血小板缺乏性紫斑症 (ITP) 經傳統治療效果
不佳，其血小板＜20,000/cumm 且符合下列情況
之一者： 

(1)有嚴重出血危及生命者。 

(2)需接受緊急手術治療者。(103/4/1) 

3.緊急狀況下，免疫血小板缺乏性紫斑症 (ITP) 病
例合併血小板嚴重低下(＜20,000/cumm），雖未
經傳統治療，但合併有嚴重出血，而又必須接受
緊急手術治療者。（103/4/1) 

4.先天性免疫不全症之預防性使用，但需有醫學中心
之診斷証明。 

5.川崎病合乎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所訂之診斷標準，限
由區域醫院(含)以上教學醫院實施，並填寫「全民
健康保險使用Intravenous Immune Globulin (IVIG) 

治療川崎病」申請表(詳附表六)併當月份醫療費用
申報。 

6.因感染誘發過度免疫機轉反應，而致維生重要器官
衰竭，有危及生命之慮者，限由區域醫院（含）
以上有加護病房乙等級以上之教學醫院實施。
（93/2/1） 

7.腸病毒感染嚴重患者，且符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修訂之「腸病毒感染嚴重患者靜脈注射免疫球
蛋白之適應症」。(97/5/9、102/7/23、105/8/1) 

註：川崎病診斷標準： 

1.發燒五天或五天以上且合併下列五項臨床症狀中
至少四項。 

(1)兩眼眼球結膜充血。 

(2)嘴唇及口腔的變化：嘴唇紅、乾裂或草莓舌或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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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泛紅。 

(3)肢端病變：手（足）水腫或指（趾）尖脫皮。 

(4)多形性皮疹。 

(5)頸部淋巴腺腫。 

2.排除其他可能引起類似臨床疾病。 

3.或只符合三項臨床症狀，但心臟超音波檢查已發現
有冠狀動脈病變。 

8.1.4.Immunoglobulin（如：ATG-Fresenius、
Thymoglobuline inj、Lymphoglobulineinj）(90/11/1、
96/2/1、97/8/1、99/2/1)： 

1.限符合下列適應症病患檢附病歷摘要（註明診斷、
相關檢查報告及數據、體重、年齡、性別、病史、
曾否使用同一藥品及其療效‥等) 

(1)嚴重再生不良性貧血經傳統方法治療無效且不
適合作骨髓移植之病例。 

(2)器官移植病患併發嚴重之急性排斥反應。 

(3)急性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4)心臟移植病人使用呼吸器，並可能併發腎功能不
全者。 

(5)ATG-Fresenius 及Thymoglobuline inj.可用於預
防腎臟移植引起之急性排斥。(99/2/1) 

2.作為非親屬或HLA 不吻合異體骨髓移植的血液
腫瘤及再生不良性貧血病人移植前之條件療法。
使用量以不超過45mg/kg/day 為原則。(97/8/1) 

3.同類藥品擇一使用，不得同時處方。 

8.1.5.人用狂犬病疫苗及免疫球蛋白(如Rabipur)：
(103/1/1、103/5/1、106/3/1) 

1.本類藥品使用於遭疑似狂犬病或麗沙病毒感染動
物咬傷暴露後之接種，其使用對象及使用方式應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版「疑似狂犬病或
麗沙病毒感染動物抓咬傷臨床處置指引」之接種
建議辦理(請參閱疾病管制署狂犬病專區網頁
http://www.cdc.gov.tw)。(106/3/1) 

2.限於疾病管制署公布之人用狂犬病疫苗接種服務
醫院(衛生所)施打。(103/5/1) 

8.2.免疫調節劑 Immunomod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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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Cyclosporin（如Sandimmun）：（86/1/1、86/9/1、
89/7/1、101/10/1）限 

1.器官移植抗排斥藥物。 

2.嚴重乾癬引起之全身性紅皮症(需檢附照片)。 

3.自體免疫性葡萄膜炎及貝西氏病病例使用，請檢附
病歷摘要及診斷證明。 

4.替代性療法無效或不適用之嚴重乾癬(需檢附三個
月以上之病歷與用藥紀錄)。 

5.標準療法無效或不適用之嚴重類風濕性關節炎(需
檢附三個月以上之病歷與用藥紀錄)。 

6.以類固醇治療無效或對類固醇有依賴性的原發性
腎病症候群【經活體檢視（biopsy）主要為微小病
變疾病或局部環節腎絲球硬化症】，經細胞穩定
劑（cytostatics）治療無效且腎功能指數在正常值
50%以上之病人。 

7.若經病人使用cyclosporin 後四個月內，其每日尿
蛋白量無法降低至少40%時，即認定為cyclosporin 

治療無效，應予以停用cyclosporin。 

8.使用於後天型嚴重再生不良性貧血。惟限使用
「Sandimmun Neoral Soft GelatinCapsules 25mg」
及「Sandimmun Neoral Oral Solution 100mg/mL」。
（101/10/1） 

8.2.2.Tacrolimus 

8.2.2.1.Tacrolimus 持續性口服製劑：(98/8/1) 

1.成人肝、腎移植之第一線用藥。 

2.成人肝、腎移植cyclosporin 無效之第二線用藥。 

8.2.2.2.Tacrolimus 注射劑及其他非持續性口服製劑： 

(88/8/1、93/12/1、102/7/1) 

1.肝臟及腎臟移植之第一線用藥或肝腎移植
cyclosporin 無效之第二線用藥。 

2.心臟移植之第一線、第二線用藥。 

8.2.3.多發性硬化症治療藥品 (91/4/1、92/3/1、92/12/1、
93/3/1、94/10/1、96/7/1、97/8/1、99/10/1、100/5/1、
100/10/1、101/9/1、102/10/1) 

8.2.3.1.Interferon beta-la (如Rebif Micrograms)：
(91/4/1、97/8/1、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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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用於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 

2.初次使用時，需經事前審查。(100/10/1) 

3.不適用於視神經脊髓炎（neuromyelitis optica, 

NMO），包括：(100/10/1) 

(1)有視神經及脊髓發作。 

(2)出現下列2 種以上症狀： 

i 脊髓侵犯大於3 節。 

ii NMO-IgG or Aquaporin-4 抗體陽性。 

iii 腦部磁振造影不符合多發性硬化症診斷標
準。 

8.2.3.2.Interferon beta-1b (如Betaferon 8MIU)：(92/3/1、
92/12/1、93/3/1、97/8/1、99/10/1、100/10/1) 

限用於： 

1.降低反覆發作型多發性硬化症的發作頻率及嚴重
度，初次使用時，需經事前審查。(100/10/1) 

2.降低續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的發作頻率及嚴重度，初
次使用時，需經事前審查。(100/10/1)。 

3.發生單一臨床症狀（Clinically Isolated Syndrome）
疑似多發性硬化症的病患。使用時需符合下列規
定：(99/10/1) 

(1)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2)限神經科醫師申請使用，申請時必須附病歷及具
2 個以上MS-like 病灶點之MRI 影像，以確認符
合Clinical Isolated Syndrome (CIS)。 

4.不適用於視神經脊髓炎（neuromyelitis optica, 

NMO），包括：(100/10/1) 

(1)有視神經及脊髓發作。 

(2)出現下列2 種以上症狀： 

i 脊髓侵犯大於3 節。 

ii NMO-IgG or Aquaporin-4 抗體陽性。 

iii 腦部磁振造影不符合多發性硬化症診斷標
準。 

8.2.3.3.Glatiramer acetate (如Copaxone injection)：
(94/10/1、97/8/1) 

限用於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Copaxone 用於減少復
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病人的復發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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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4.Natalizumab (如Tysabri) （100/5/1）: 

1.限用於interferon-beta 或 glatiramer 治療無效之
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病人。 

2.前述治療無效定義，係指患者臨床上每年有2 次
（含）以上的失能發作，且併下列條件之一： 

(1)磁振攝影（MRI）影像的T2 增強訊號病灶明顯
增加。 

(2)至少出現1 個釓增強病灶(gadolinium-enhancing 

lesions)。 

3.病患若為眼神經脊髓炎(neuromyelitis optica)或曾
經有脊髓發作超過三節或三節(≧3 vertebral 

bodies) 以上者，不得使用。 

4.僅限於「多發性硬化症擴展殘疾狀況評分表」
（Expanded Disability Status 

Scale；EDSS）小於5.5 者使用。 

5.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年須重新申請，排除
眼神經脊髓炎(neuromyelitisoptica)病患。處方醫師
應事先告知病患，使用本案藥品無法完全排除發
生「進行性多灶性白質腦病」(Progressive 

multifocal leukoencephalopathy；PML)之副作用，
PML 致死率高，且臨床上不易處理。 

8.2.3.5.Fingolimod 0.5mg(如Gilenya)：(101/9/1、
102/10/1) 

1.限用於雖已接受乙型干擾素或glatiramer 治療，相
較於前一年度復發率仍不變或反而上升之高度活
躍型復發緩解之多發性硬化症病人(highly 

activerelapsing–remitting multiple sclerosis 即前一
年有一次以上復發或是前兩年有兩次以上復發)，
但排除使用於： 

(1)EDSS (Expanded Disabi1ity Status Scale)大於5.5 

之患者。 

(2)視神經脊髓炎 (neuromyelitis optica,NMO)，包
括： 

Ⅰ有視神經及脊髓發作。 
Ⅱ出現下列2 種以上症狀： 

i.脊髓侵犯大於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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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NMO-IgG or Aquaporin-4 抗體陽性； 

iii.腦部磁振造影不符合多發性硬化症診斷標
準。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年需重新申請，併應
提出整個用藥期間的復發情形。(102/10/1) 

3.使用兩年後，年度復發率(average annual relapse)

無法減少※時應停止本藥品之治療。(102/10/1) 

4.個案在停藥觀察期間復發且為高度活躍型復發緩
解之多發性硬化症病人(highly active relapsing– 

remitting multiple sclerosis 可再申請並經事前審
查核准後使用。(102/10/1) 

※年度復發率無法減少之定義： 

採計使用fingolimod 藥物後一年至兩年復發次數之
數據 (以最近一年或兩年之復發次數除以1 或2 來
計算)，較諸更先前一年或兩年之年復發率皆無再減
少時。(102/10/1) 

8.2.4.Etanercept(如Enbrel); adalimumab（如
Humira）;golimumab（如Simponi）；abatacept（如
Orencia）；tocilizumab（如Actemra）；tofacitinib（如
Xeljanz）：(92/3/1、93/8/1、93/9/1、98/3/1、99/2/1、
100/12/1、101/1/1、101/6/1、101/10/1、102/1/1、102/2/1、
102/4/1、102/10/1、103/9/1、103/12/1、105/9/1、105/10/1)

使用本類藥品之醫事機構應注意監測病患用藥後之
不良反應及可能發生的重大安全事件(如肺結核及病
毒性肝炎)。（103/9/1） 

8.2.4.1.Etanercept(如Enbrel)；adalimumab(如Humira)；
tocilizumab（如Actemra）(94/3/1、101/12/1、102/1/1、
102/10/1、105/10/1)：兒童治療部分 

1.Etanercept 限使用於4 歲至17 歲的兒童具有活動
性多關節幼年型慢性關節炎患者。adalimumab 限
使用於2 歲至17 歲具有活動性多關節幼年型慢
性關節炎患者（101/12/1、105/10/1）。tocilizumab 

限使用於2 歲(含)以上的活動性多關節幼年型慢
性關節炎患者。（102/10/1） 

2.限具有風濕病專科醫師證書之內科、小兒科專科醫
師或具有小兒過敏免疫專科醫師證書之小兒科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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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醫師處方。 

3.需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1)申報時需檢附methrotexate 或corticosteroids 藥
物使用的劑量、治療時間、副作用、及關節腫脹治
療前後的相關照片或關節X 光檢查報告等資料。 

(2)使用etanercept、adalimumab 或tocilizumab 之後，
每六個月需再申請一次；需描述使用藥物後的療
效、副作用或併發症。（101/12/1、102/10/1） 

4.病患需同時符合下述(1)(2)(3)三項條件者方可使用 

(1)病人的關節炎必須符合下列任何一種亞型的病
變： 

Ⅰ全身性 ( systemic) 

Ⅱ多發性關節炎 (polyarticular)(類風濕性因子陽
性或陰性者皆可) 

Ⅲ 擴 散 型 嚴 重 少 數 關 節 炎  (extended 

oligoarticular) 

(2)標準療法失敗者 (符合下列任一項) 

Ⅰ病患必須曾經接受methotrexate 的充分治療。 

充分治療的定義： 

10 毫克 /身體表面積平方米 /週的口服或注射
methotrexate 治療，藥物治療時間必須達3 個
月以上。(若因藥物毒性無法忍受，以致於無法
達到上項要求時，劑量可以酌情降低。) 

Ⅱ若單獨使用類固醇來治療全身性類風濕性關節
炎症狀，prednisolone 的劑量必須高於每天每公斤
0.25 毫克以上並且發生無法接受的副作用。 

(3)最近3 個月關節炎的活動性必須符合活動性多
關節炎標準者。活動性多關節炎標準定義:關節
病情必須同時符合下列兩個要項： 

Ⅰ腫脹的關節總數大於等於5 個。 
Ⅱ關節活動受到限制而且具有疼痛或壓痛的關節
總數≧3 個。(必須附上關節腫脹之相關照片或
關節X 光檢查報告作為輔証)。 

5.需排除etanercept、adalimumab 及tocilizumab 使用
的情形(102/10/1)應參照藥物仿單，重要之排除使
用狀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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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懷孕或正在授乳的婦女。 

(2)罹患活動性的感染症的病患。 

(3)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的病患（包括潛伏結核感
染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核感染
篩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102/1/1) 

(4)身上帶有人工關節者，罹患或先前曾罹患過嚴重
的敗血症(sepsis)者。 

(5)惡性腫瘤或具有癌症前兆 (pre-malignancy) 的
病患。 

(6)免疫功能不全者 (Immunodeficiency)。 

6.需停止etanercept、adalimumab 及tocilizumab 治療
的情形(102/10/1)如果發生下列現象應停止治療： 

(1)不良事件，包括： 

Ⅰ惡性腫瘤。 

Ⅱ該藥物引起的嚴重毒性。 

Ⅲ懷孕 (暫時停藥即可)。 

Ⅳ嚴重的間發性感染症 (intercurrent infection)(暫
時停藥即可)。 

療效不彰：患者的core set data 經過6 個月治療後
未達療效者。 

療效定義： 

Ⅰ紅血球沉降速率 (ESR) 或CRP 及下列三項中
至少有二項達到較基礎值改善30%以上效果
者。 

i.活動性關節炎的總數 

ii.關節活動範圍受到限制的關節總數 

iii.醫師的整體評估 

Ⅱ上述各種指標惡化程度達30%以上者不得超過
一項 

◎附表十六：全民健康保險活動性多關節幼年型慢
性關節炎使用 etanercept/adalimumab/tocilizumab 

申請表 

◎附表十六之二：（刪除） 

8.2.4.2.Etanercept(如Enbrel)； adalimumab（如
Humira）；golimumab（如Simponi）； abatacept

（如Orencia）；tocilizumab（如Actemra）；tofacitin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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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Xeljanz）(92/3/1、93/8/1、93/9/1、98/3/1、99/2/1、
100/12/1、101/1/1、101/6/1、102/1/1、102/4/1、
102/10/1、103/12/1)：成人治療部分 

1.限內科專科醫師且具有風濕病專科醫師證書者使
用於類風濕關節炎病患。 

2.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申報時須檢附使用DMARD 藥物六個月以上後之
DAS28 積分，各種DMARD 藥物使用之種類、劑
量、治療時間、副作用、及關節腫脹之相關照片
或關節X 光檢查報告等資料。（99/2/1） 

4.初次使用tocilizumab 時，劑量應從4mg/kg 開始，
治療第12 週，評估DAS28積分，未達療效者(療
效之定義：DAS28 總積分下降程度≧ 1.2，或
DAS28 總積分＜ 3.2 者)，得調高劑量至8mg/kg，
繼續治療12 週後，再評估DAS28 總積分，必須
下降程度≧ 1.2，或DAS28 總積分＜ 3.2，方可
續用。(102/10/1) 

5.使用半年後，每三個月需再申報一次；內含DAS28 

積分，使用藥物後之療效、副作用或併發症。
(93/8/1、93/9/1) 

6.病患需同時符合下述(1)(2)(3)項條件，方可使用；
若有第(4)項情形，不得使用；若有第(5)項情形，
需停止使用。 

(1) 符合美國風濕病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類風濕關節炎分類標準的診斷條
件。(102/10/1) 

(2)連續活動性的類風濕關節炎 

Ⅰ.28 處關節疾病活動度積分 (Disease Activity 

Score, DAS 28) 必須大於5.1。 

Ⅱ.此項評分需連續二次，其時間相隔至少一個月
以上，並附當時關節腫脹之相關照片或關節X 
光檢查報告為輔証。 

註1：28 處關節部位記分如 (附表十三) 所示，其
疾病活動度積分計算方式如下: 

DAS28 = 0.56 ×√TJC + 0.28 ×√SJC + 0.7 × 

lnESR+0.014 ×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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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TJC: 觸痛關節數，SJC: 腫脹關節數，ESR: 紅
血球沉降速率 (單位為mm/h)，GH: 在100 mm 

圖像模擬量表中所呈現的整體健康狀態 

(generalhealth status) 

(3) 標 準 疾 病 修 飾 抗 風 濕 病 藥 物 

(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DMARD) 療法失敗： 

病患曾經接受至少兩種DMARDs (methotrexate 為
基本藥物，另一藥物必須包括肌肉注射之金劑、
hydroxychloroquine、sulfasalazine、d-penicillamine、
azathioprine、leflunomide、cyclosporine 中之任何
一種) 之充分治療，而仍無明顯療效。(93/8/1) 

Ⅰ.充分治療的定義：(100/12/1) 
i.DMARDs 藥物治療時間須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i)必須至少6 個月以上，而其中至少2 個月必
須達到  (附表十四 ) 所示標準目標劑量 

(standard target dose)。 

(ii)DMARDs 藥物合併使用 prednisolone 15 

mg/day 治療，須至少3 個月以上，而其中
至少2 個月DMARDs 藥物必須達到 (附表
十四) 所示標準目標劑量  (standard target 

dose)。(100/12/1) 

ii.若病患因DMARDs 藥物毒性無法忍受，以致
無法達到上項要求時，DMARDs劑量仍需達 

(附表十四) 所示治療劑量 (therapeutic doses) 

連續2 個月以上。 

Ⅱ.療效的定義：(93/8/1、98/3/1) 
DAS28 總積分下降程度大於等於 (≧)1.2，或
DAS28 總積分小於3.2 者。 

(4)需排除使用的情形 (93/9/1) 

應參照藥物仿單，重要之排除使用狀況包括 (以
下未列者參照仿單所載)： 

Ⅰ.懷孕或正在授乳的婦女 
Ⅱ.活動性感染症之病患 
Ⅲ.具高度感染機會的病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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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慢性腿部潰瘍之病患 

ii.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的病患（包括潛伏結核
感染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核
感染篩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102/1/1) 

iii.過去12 個月內曾有感染性關節炎者 

iv.有人工關節感染，若該人工關節未除去前，
不可使用 

v.頑固性或復發性的胸腔感染症 

vi.具有留置導尿管者 

Ⅳ.惡性腫瘤或癌前狀態之病患（但不包括已經接
受過充分治療達10 年以上的惡性腫瘤） 

Ⅴ.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5)需停止治療的情形 (93/8/1、93/9/1) 

如果發生下列現象應停止治療： 

Ⅰ療效不彰 
Ⅱ不良事件，包括： 

i.惡性腫瘤 

ii.該藥物引起的嚴重毒性 

iii.懷孕 (暫時停藥即可) 

iv.嚴重的間發性感染症 (暫時停藥即可) 

7.轉用其他成分生物製劑之條件： 

(1)使用生物製劑治療後有療效，但因方便性欲改用
給藥頻率較少者或無法忍受副作用者，可轉用相
同藥理機轉之生物製劑。 

(2)使用生物製劑治療後療效不彰，不可轉用相同藥
理機轉之其他成分生物製 

8.減量及暫緩續用之相關規定：(102/4/1) 

(1)減量時機： 

使用2 年後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Ⅰ.DAS28 總積分≦ 3.2。 

Ⅱ.ESR≦ 25mm/h 且CRP （C-reactive protein）
≦1mg/dL。 

(2)減量方式： 

病患使用生物製劑2 年後，申請續用之事前審
查時，應依據患者個別狀況提出符合醫理之治
療計畫，並敘明開始減量至1 年後暫緩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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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方式。減量方式可為減少每次使用劑量或
延長給藥間隔。 

(3)減量期間若符合以下所有條件，得申請回復減量
前之使用量，下次再評估減量之時機為1 年後： 

Ⅰ .與減量前比較，DAS28 總積分上升程度＞ 

1.2。 

Ⅱ.ESR＞ 25mm/h。 

Ⅲ.與減量前比較，ESR 上升程度＞ 25%。 

(4)因使用一種生物製劑治療後療效不彰，而轉用另
一種不同藥理機轉之生物製劑，以轉用後者之起
始日重新計算2 年後開始減量之時機。但因方便
性考量或無法忍受副作用而轉用相同藥理機轉
之生物製劑，轉用前後所使用生物製劑之期間均
應計入。 

(5)暫緩續用時機：開始減量1 年後暫緩續用。 

(6)至101 年12 月31 日止，已申請使用逾2 年者，
於下次申報時即須依規定評估是否需減量。 

9.暫緩續用後若疾病再復發，重新申請使用必須符合
以下條件：(102/1/1) 

(1)生物製劑暫緩續用後，必須持續接受至少2 種
DMARDs 藥物之治療（methotrexate 為基本藥
物，另一藥物必須包括肌肉注射之金劑、
hydroxychloroquine、sulfasalazine、d-penicillamine、
azathioprine、leflunomide、cyclosporine 中之任
何一種），其中methotrexate 至少2 個月以上必
須達到當初申請生物製劑時所使用之劑量。 

(2)DAS28 總積分上升程度＞ 1.2。(102/4/1) 

◎附表十三：全民健康保險類風濕關節炎病患28 

處關節疾病活動度(DiseaseActivity Score, DAS 

28)評估表 

◎附表十四：全民健康保險疾病修飾抗風濕病藥物
(DMARDs)之標準目標劑量暨治療劑量表 

◎附表十五：全民健康保險類風濕關節炎使用
etanercept/adalimumab/golimumab/abatacept/tocili

zumab/tofacitinib 申請表 

8.2.4.3.Adalimumab（如Humira）; etanercept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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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brel) ；golimumab（如Simponi）(98/8/1、98/11/1、
101/1/1、102/1/1)：用於僵直性脊椎炎治療部分 

1.限內科專科醫師且具有風濕或免疫專科醫師證書
者處方。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需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1)年齡18 歲以上 

(2)HLA B27 陽性 

(3)X 光(plain X Ray)檢查需有薦腸關節炎：雙側性
二級以上，或單側性三級以上、附有報告影印或
X 光影像光碟。 

(4)臨床症狀及身體檢查，下列三條件至少需符合二項 

i.下背痛及晨間僵硬的症狀持續3 個月以上，這
些症狀無法因休息而緩解，但會隨運動改善。 

ii.腰椎活動受到限制，有確切體檢發現者。 

iii.胸部擴展受到限制，有確切體檢發現者。 

(5) 所有的病患都必須曾經使用過至少 2 種 

(NSAIDs)進行充分的治療，但療效不彰。充分治
療的定義為：使用最高建議劑量或最高耐受劑量
的NSAID 抗發炎藥物，在同一家醫院連續治療
三個月以上，且每種NSAID 至少使用四週以上，
除非出現毒性而停藥，需以附表二十一之二為根
據記錄NSAID 之毒性送審。 

(6)周邊關節炎患者必須曾經同時使用NSAIDs 和
sulfasalazine 進行充分的治療，sulfasalazine 需
以2 g/day 之標準治療4 個月或以上，除非有相
關毒性發生而停藥，並有適當病歷記載者。 

(7)必須附有(1) 風濕或免疫專科且具有保險人核
定復健處方權之醫師所開立之運動衛教証明書
和(2)病患自身在家運動狀况聲明書。 

(8)活動性疾病持續四週以上。（需連續二次檢查
BASDAI≧6、ESR > 28 mm/1 hr 暨CRP > 1 

mg/dL，且二次檢查之間隔需經過至少4 週以上
之充分治療） 

(9)病患需填具藥物使用同意書以示瞭解本藥物之
適應症、禁忌及副作用。 



 

134 

 

4.療效評估與繼續使用： 

(1)治療12 週後評估BASDAI：與使用前比較,出現
50%以上的進步或減少2 分以上，方得繼續使
用。 

(2)繼續使用者，需每12 週評估一次。 

5.需排除使用的情形 

應參照藥物仿單，重要之排除使用狀況包括(以下
未列者參照仿單所載)： 

(1)懷孕或正在授乳的婦女 

(2)活動性感染症之病患 

(3)具高度感染機會的病患，包括： 

i.慢性腿部潰瘍之病患 

ii.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的病患（包括潛伏結核
感染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核
感染篩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102/1/1) 

iii.過去12 個月內曾有感染性關節炎者 

iv.曾有人工關節感染，若該人工關節未去除前，
不可使用 

v.頑固性或復發性的胸腔感染症 

vi.具有留置導尿管者 

(4)惡性腫瘤或癌前狀態之病患（但不包括已經接受
過充分治療達10 年以上的惡性腫瘤） 

(5)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6.需停止治療的情形 

如果發生下列現象應停止治療： 

(1)療效不彰：療效評估未達繼續使用標準者 

(2)不良事件，與藥物之使用有關或無關的事件，包
括： 

i.惡性腫瘤 

ii.該藥物引起的嚴重毒性 

iii.懷孕(暫時停藥即可) 

iv.嚴重的間發性感染症(依嚴重性判斷可選擇暫
時停藥即可) 

◎附表二十一之一：全民健康保險僵直性脊椎炎使
用adalimumab/etanercept/golimumab 申請表 

◎附表二十一之二：NSAID 藥物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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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4.Adalimumab（如Humira）； etanercept (如
Enbrel)；golimumab（如Simponi）；ustekinumab

（如Stelara）(98/8/1、98/11/1、99/1/1、102/1/1、
102/2/1、105/10/1)：用於活動性乾癬性關節炎－
乾癬性周邊關節炎治療部分 

1.限內科專科醫師且具有風濕或免疫專科醫師證書
者，或皮膚科專科醫師處方。（99/1/ 1）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需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1)經內科專科醫師且具有風濕或免疫專科醫師證
書者診斷為乾癬性關節炎之患者。 

(2)曾經皮膚科醫師診斷為乾癬患者，或經皮膚切片
診斷為乾癬患者。 

(3)三個或是三個以上的疼痛關節及三個或三個以
上的腫脹關節，且至少間隔一個月或一個月以上
之連續兩次評估均符合上述條件。(需附關節腫
脹相關X-光片或照片輔証)。 

(4)應先使用非類固醇類消炎止痛劑(NSAID)及疾
病修飾治療藥物(DMARDs)，且必須曾使用過至
少2 種疾病修飾治療藥物(DMARDs)進行充分
的治療，但療效不彰。(附表二十二之二) 

i.疾病修飾治療藥物〔DMARDs 包括下列四種: 

Sulfasalazine、Methotrexate(MTX)、Cyclosporine、
Leflunomide〕，治療至少六個月，且至少有兩
個月都達標準目標劑量(除非有明顯副作用或
毒性反應)，仍然未達療效者。 

ii. 疾 病 修 飾 治 療 藥 物 中 Sulfasalazine 、
Methotrexate (MTX)、Cyclosporine 為第一線藥
物， Leflunomide 為第二線藥物，第一線疾病
修飾類藥物治療無效，應先經Leflunomide 治
療3 個月無效後，方可使用腫瘤壞死因子抑制
劑作為第三線治療。 

iii.標準治療失敗之定義：經過充分使用以上藥
物治療又給予規定劑量，且至少先後使用或併
用兩種疾病修飾類藥物(DMARDs)仍無法使病
情緩解，即符合下列情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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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療程至少有六個月，且至少有兩個月都達
標準目標劑量(除非有明顯副作用或毒性反應)

仍然未達療效者。 

- 治療不到六個月，但是病患無法忍受藥物副作
用或是藥物毒性而停藥者，但需說明藥物之何
種毒性或副作用。 

- 治療大於兩個月，且因無法忍受藥物副作用或
是藥物毒性而停止療程，其中至少有兩個月需
達有效治療劑量，且需說明藥物之何種毒性或
副作用。 

(5)Ustekinumab 限用於曾經接受抗腫瘤壞死因子
(如etanercept、adalimumab或golimumab 等)治療，
但未達療效，或無法耐受的活動性乾癬性關節炎。
申請初次治療者，應檢附曾經使用抗腫瘤壞死因
子之用藥結果，包括種類、劑量、治療前後PsARC 

評估及副作用報告等資料，並宜記錄患者HBsAg 

及Anti-HCV 資料(若HBsAg 檢驗為陽性，宜加
作HBV DNA)。(105/10/1) 

4.療效評估與繼續使用：(105/10/1) 

(1)療效定義：治療12 週(ustekinumab 初次治療則
為24 週)後，評估乾癬關節炎反應標準(PsARC, 

Psoriatic Arthritis Response Criteria)，其標準為下
列四項中至少有二項較原基礎值改善，且其中一
項需為疼痛關節或腫脹關節的關節總數，且下述
各種指標不得有任一項惡化，方得繼續使用。(附
表二十二之三) 

i.疼痛關節的關節總數：改善的定義為關節總數
減少30%或以上，惡化定義為總數增加30%或
以上。 

ii.腫脹關節的關節總數：改善的定義為關節總數
減少30%或以上，惡化定義為總數增加30%或
以上。 

iii.醫師的整體評估(0-5 分)：改善定義為減少1 

分，惡化定義為增加1 分。 

iv.病患的整體評估(0-5 分)：改善定義為減少1 

分，惡化定義為增加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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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次申請ustekinumab 以3 劑(初次、4 週後及16 

週時投予每劑45mg)為限，且於24 週時，需先行
評估，至少有PsARC 療效方可申請續用，續用
以45mg q12w為限。(105/10/1) 

(3)繼續使用者，需每12 週評估一次，再次提出申
請續用。 

5.需排除使用的情形： 

應參照藥物仿單，重要之排除使用狀況包括﹝以下
未列者參照仿單所載﹞： 

(1)懷孕或正在授乳婦女 

(2)活動性感染症之病患 

(3)具高度感染機會之病患 

i.慢性腿部潰瘍之病患 

ii.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的病患（包括潛伏結核
感染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核
感染篩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102/1/1) 

iii.過去12 個月內曾罹患感染性關節炎者 

iv.曾有人工關節感染，若該人工關節未去除前，
不可使用 

v.頑固性或復發性的胸腔感染疾病 

vi.具有留置導尿管之情形 

(4)惡性腫瘤或癌前狀態之病患﹝但不包括已經接
受過充分治療達10 年以上的惡性腫瘤﹞ 

(5)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6.需停止治療的情形 

如果發生下列現象應停止治療： 

(1)療效不彰：療效評估未達繼續使用標準者 

(2)不良事件：與藥物之使用有關或無關的事件，包
括： 

i.惡性腫瘤 

ii.該藥物引起的嚴重毒性 

iii.懷孕﹝暫時停藥即可﹞ 

iv.嚴重感染症﹝依嚴重性判斷可選擇暫時停
藥﹞ 

◎附表二十二之一：全民健康保險乾癬性周邊關節
炎使用Adalimumab/Etanercept/Golimumab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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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附表二十二之二：乾癬性週邊關節炎使用
DMARDs 標準目標劑量及有效治療劑量的定義 

◎附表二十二之三：乾癬性關節炎評估表 

◎附表二十二之六：全民健康保險乾癬性周邊關節
炎使用Ustekinumab 申請表8.2.4.5.Adalimumab

（如Humira）; etanercept (如Enbrel) ；golimumab

（如Simponi）(98/8/1、98/11/1、99/1/1、102/1/1、
102/2/1)：用於活動性乾癬性關節炎－乾癬性脊
椎病變治療部分 

1.限內科專科醫師且具有風濕或免疫專科醫師證書
者，或皮膚科專科醫師處方。（99/1/ 1）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需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1)經內科專科醫師且具有風濕或免疫專科醫師證
書者診斷為乾癬性關節炎之患者。 

(2)曾經皮膚科醫師診斷為乾癬患者，或經皮膚切片
診斷為乾癬患者。 

(3)下列三項條件至少需符合二項： 

i.下背痛及晨間僵硬的症狀持續3 個月以上，這
些症狀無法因休息而緩解，但會隨運動改善。 

ii.腰椎前屈活動受限。 

iii.胸廓擴張受限。 

(4)X 光(plain X ray)檢查需有薦腸關節炎：單側性
二級以上、附有報告影印及X 光影像光碟。 

(5)病患必須曾使用過至少2 種非類固醇類消炎止
痛劑(NSAIDs)進行充分的治療，但療效不彰。充
分治療的定義為：使用最高建議劑量或最高耐受
劑量的NSAID 抗發炎藥物，在同一家醫院連續
治療三個月以上，且每種NSAID 至少使用四週
以上，除非出現毒性而停藥，需以附表二十二之
五為根據，記錄NSAID之毒性送審。 

(6)活動性疾病持續四週以上。（需連續二次檢查
BASDAI≧6、ESR > 28 mm/1 hr及CRP > 1 mg/dL，
且二次檢查之間隔需經過至少4 週以上充分治療） 

4.療效評估與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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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次使用者治療12 週評估BASDAI：與使用前
比較，出現50%以上的進步或減少2 分以上，方
得繼續使用。 

(2)繼續使用者，需每12 週評估一次，再次提出申
請續用。 

5.需排除使用的情形： 

應參照藥物仿單，重要之排除使用狀況包括﹝以下
未列者參照仿單所載﹞： 

(1)懷孕或正在授乳婦女 

(2)活動性感染症之病患 

(3)具高度感染機會之病患 

i.慢性腿部潰瘍之病患 

ii.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的病患（包括潛伏結核
感染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核
感染篩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102/1/1) 

iii.過去12 個月內曾罹患感染性關節炎者 

iv.曾有人工關節感染，若該人工關節未去除前，
不可使用 

v.頑固性或復發性的胸腔感染疾病 

vi.具有留置導尿管之情形 

(4)惡性腫瘤或癌前狀態之病患﹝但不包括已經接
受過充分治療達10 年以上的惡性腫瘤﹞ 

(5)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6.需停止治療的情形 

如果發生下列現象應停止治療： 

(1)療效不彰：療效評估未達繼續使用標準者 

(2)不良事件：與藥物之使用有關或無關的事件，包
括： 

i.惡性腫瘤 

ii.該藥物引起的嚴重毒性 

iii.懷孕﹝暫時停藥即可﹞ 

iv.嚴重的間發性感染症﹝依嚴重性判斷可選擇
暫時停藥﹞ 

◎附表二十二之四：全民健康保險乾癬性脊椎病變
使用Adalimumab/Etanercept/Golimumab 申請表 

◎ 附 表 二 十 二 之 五 ： NSAID 藥 物 副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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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6.Etanercept（如Enbrel）；adalimumab（如
Humira）；ustekinumab（如Stelara）、secukinumab

（如Cosentyx） (98/11/1、 100/7/1、 101/5/1、
101/12/1、102/1/1、104/4/1、105/9/1)： 

用於乾癬治療部分 

1.給付條件：限用於經照光治療及其他系統性治療無
效，或因醫療因素而無法接受其他系統性治療之
全身慢性中、重度之乾癬或頑固之掌蹠性乾癬，
且影響功能之患者。 

(1)所稱”慢性”，指病灶持續至少6 個月，且Psoriasis 

area severity index(PASI) ≧10 (不適用PASI 測
定如膿疱性乾癬，則以範圍≧10%體表面積)。(附
表二十四之二) 

(2)頑固之掌蹠性乾癬：指非膿疱性掌蹠廣泛性角化，
嚴重影響行走或日常作習，申請時需附照片以供
審查。照片應包括前、後、左、右至少四張，並
視需要加附頭部、掌、蹠照片。 

(3)慢性紅皮症乾癬：範圍≧75%體表面積，病史超
過1 年，以cyclosporin 足量（5mg/kg/d，除非有
明顯不良反應）治療6 個月以上，停藥未滿3 個
月即復發到PASI＞10 或體表面積＞30（需經皮
膚科醫師評估），可不經照光治療，只需
methotrexate 及acitretin 治療無效後直接申請。
（101/12/1） 

(4)所稱治療無效，指治療後嚴重度仍符合上列第(1)

及第(2)點情況，或PASI 或體表面積改善＜50%。
（101/5/1） 

i.治療必須包括足量之照光治療及包括以下兩
種系統性治療之至少兩種，包括methotrexate、
acitretin、cyclosporin。（101/12/1） 

ii.治療需至少使用3 個月，但育齡女性，得不經
acitretin 使用。 

iii.照光治療應依學理，如光化療法(PUVA)及窄
頻UVB(nb-UVB)必須每週至少2 次，寬頻UVB 

併用焦油每週至少3 次，並依學理逐漸增加至
有效可忍受劑量。申請時必須附病歷影印及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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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照光劑量紀錄。 

iv.Methotrexate 合 理 劑 量 需 達 每 週 15mg, 

cyclosporin 為 2.5-5 mg/kg/d,acitretin 為 0.3-1 

mg/kg/d。但若因為藥物毒性無法耐受，使用劑
量可酌情降低。 

(5)所稱無法接受治療： 

i.Methotrexate：指因肝功能異常或切片第三期a 

異常，經6 個月後切片仍無改善，或第三期b 

以上之肝切片異常，病毒性肝炎帶原或腎功能
異常而無法使用methotrexate 治療者。 

ii.Acitretin：指有明顯肝功能異常、高血脂無法
有效控制，或cyclosporin有效但停藥後迅速復
發，已持續使用超用1 年，或已產生腎毒性經
減量後無法有效控制者。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1)初次申請時，以6個月為1 個療程，持續使用時
每6 個月需再申報一次，且應於期滿前1 個月提
出。（101/12/1） 

(2)紅皮症乾癬病患以6個月為限，於6個月療程結束
後，應回復使用cyclosporin，除非產生腎功能異
常(Creatinine 基礎值上升≧30%)，或其他無法有
效控制之副作用，減藥後乾癬仍無法有效控制。
（101/12/1） 

(3)Etanercept 初期3個月可使用50mg biw，之後則
為25mg biw，且於12週時，需先行評估，至少有
PASI25 療效。 

(4)Adalimumab初次投予為80mg，之後則為40mg 

qow，且於12週時，須先行評估，至少有PASI25

療效。(100/7/1) 

(5)Ustekinumab 初次及4 週後投予45mg，之後則
為45mg q12w，且於16 週時，需先行評估，至
少有PASI25 療效。(101/5/1) 

(6)Secukinumab 起始於第0,1,2,3,4 週投予300 mg，
接著於第4 週開始於每週投予300 (體重≤60kg，
投予150 mg 的劑量) 且於12 週時，須先行評估，
至少有PASI25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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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先使用cyclosporin 控制有效且腎功能異常
(Creatinine 基礎值上升≧30%)者，於6個月療程
結束後，應回復使用cyclosporin，除非產生腎功
能異常，或其他無法有效控制之副作用，減藥後
乾癬仍無法有效控制，否則下次申請應於1 年
後。 

(8)初次申請後每六個月須再次申請續用，續用時，
與初次治療前之療效達PASI50方可使用；且
etanercept 再次申請時僅限使用25mg biw 之劑
量。停藥超過3個月再申請者，視同新申請案件，
否則視為續用案件。（101/12/1、104/4/1） 

3.使用etanercept、adalimumab、ustekinumab、
secukinumab 時，考慮其於乾癬療效可能較慢，及
立即停藥之可能反彈現象，治療前兩個月得合併
使用cyclosporine 及照光治療，但etanercept、
adalimumab、ustekinumab、secukinumab 療效出
現時即應逐漸停用。 (101/5/1、105/9/1) 

4.需排除使用的情形應參照藥物仿單，重要之排除使
用狀況包括： 

(1)懐孕或正在授乳的婦女。 

(2)罹患活動性的感染症的病患。 

(3)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的病患（包括潛伏結核感
染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核感染
篩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102/1/1) 

(4)身上帶有人工關節者，罹患或先前曾罹患過嚴重
的敗血病(sepsis)者。 

(5)惡性腫瘤或具有癌症前兆(pre-malignancy)的病
患。 

(6)免疫功能不全者(immunodeficiency) 。 

5.需停止治療情形，如果發生下列現象應停止治療： 

(1)不良事件，包括： 

i.惡性腫瘤。 

ii.該藥物引起的嚴重性毒性。 

iii.懷孕（暫時停藥即可）。 

iv.嚴重的間發性感染症（intercurrent infection）
（暫時停藥即可）。 



 

143 

 

(2)療效不彰：患者經過6 個月治療（初次療程）後
未達療效者，療效定義指PASI或體表面積改善未
達50%。 

6.暫緩續用之相關規定：(104/4/1） 

(1)暫緩續用時機：使用生物製劑治療2 年後符合
PASI≦10 者。 

(2)因使用一種生物製劑治療後療效不彰，而轉用另
一種不同藥理機轉之生物製劑，以轉用後者之起
始日重新計算2 年後開始減量之時機。但因無法
忍受副作用而轉用相同藥理機轉之生物製劑，轉
用前後所使用生物製劑之期間均應計入。 

7.暫緩續用後若疾病再復發，可重新申請使用，須符
合至少有50%復發(需附上次療程治療前、後，及
本次照片)。(104/4/1） 

◎附表二十四之一：全民健康保險乾癬使用
Etanercept/ Adalimumab /Ustekinumab/ 

Secukinumab 申請表(105/9/1) 

◎附表二十四之二：全民健康保險乾癬（慢性紅皮
症 乾 癬 部 分 ） 使 用 Etanercept/Adalimumab/ 

Ustekinumab/ Secukinumab 申請表(105/9/1) 

◎附表二十四之三：乾癬面積暨嚴重度指數
【Psoriasis Area Severity Index(PASI)】 

8.2.4.7.Adalimumab（如Humira） (100/7/1、102/1/1、
105/10/1) ：用於克隆氏症治療部分 

8.2.4.7.1.Adalimumab（如Humira） (105/10/1) ：
成人治療部分 

1.限具有消化系專科證書者處方。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須經診斷為成人克隆氏症，領有克隆氏症重大傷病
卡，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申請時應附上影像
診斷評估報告。 

(1)克隆氏症病情發作，經5-aminosalicylic acid 藥
物 (sulfasalazine,mesalamine, balsalazide)、類固
醇 、 及 / 或 免 疫 抑 制 劑
(azathioprine,6-mercaptopurine, methotrexate)充分
治 療 超 過 六 個 月 ， 仍 然 無 法 控 制 病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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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I≧300)或產生嚴重藥物副作用時，且病況
不適合手術者。 

(2)克隆氏症經5-aminosalicylic acid 藥物如
(sulfasalazine, mesalamine,balsalazide)、類固醇、
及免疫抑制劑(azathioprine, 

6-mercaptopurine,methotrexate)充分治療超過六
個月，或外科手術治療，肛門周圍廔管或腹壁廔
管仍無法癒合且CDAI≧100 者。 

(3)克隆氏症經5-aminosalicylic acid 藥物如
(sulfasalazine, mesalamine,balsalazide)、類固醇、
及免疫抑制劑(azathioprine, 

6-mercaptopurine,methotrexate)充分治療，仍於一
年內因克隆氏症之併發症接受二次(含)以上之手
術治療且CDAI≧100 者。 

4.療效評估與繼續使用： 

(1)初次申請adalimumab 以8 週(使用4 劑)為限，
治療第三劑後，達到有效緩解之誘導或部份有效
緩解之誘導者，方得申請繼續使用。 

i 有效緩解之誘導：CDAI≦150 或廔管痊癒。 

ii 部份有效緩解之誘導：CDAI 分數下降≧100 

或廔管數量減少。 

(2)繼續使用者，需每16 週(使用8 劑)評估一次，
評估仍維持前一次療程有效或部份有效緩解時
之CDAI 分數者，方得提出申請續用，每次申請
以16 週(使用8 劑)為限。 

(3)治療56 週(使用28 劑)後須至少再間隔超過六
個月後，因病情復發或以其他治療難以控制達上
述3.之(1)(2)(3)之標準才能再次提出申請使用。
（105/10/1） 

5.使用劑量：原則上，最初第一劑160mg，兩週後第
二劑80mg，第四週之第三劑40mg，作為緩解之誘
導；之後每隔兩週給予維持劑量40mg，可持續至
56 週(使用28 劑)，作為緩解之維持。（105/10/1） 

6.須排除使用之情形 

應參照藥物仿單，重要之排除使用狀況包括： 

(1)懷孕或正在授乳的婦女。 



 

145 

 

(2)罹患活動性感染症(active infection)之病患。 

(3)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的病患（包括潛伏結核感
染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核感染
篩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102/1/1) 

(4)惡性腫瘤或具有癌症前兆(pre-malignancy)之病
患(但不包括已經接受過充分治療達10 年以上
的惡性腫瘤)。 

(5)具高度感染機會之病患：慢性腿部潰瘍、導尿管
置留、身上有引流管、人工關節感染，該人工關節
尚未摘除者、頑固性或復發性之胸腔感染症病患。 

(6)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7.須停止治療的情形 

(1)療效不彰：療效評估未達繼續使用標準者。 

(2)其他事項：包括 

i 惡性腫瘤 

ii 該藥物引起之嚴重毒性 (白血球過低、嚴重過敏) 

iii 懷孕(暫時停藥即可) 

iv 嚴重間發性感染(暫時停藥即可)。 

◎附表二十六之一：全民健康保險克隆氏症使用
adalimumab 申請表 

◎附表二十六之二：CDAI（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8.2.4.7.2.Adalimumab（如Humira）(105/10/1)：兒
童治療部分 

1.限具有小兒專科或消化系專科證書之醫師處方使
用。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六歲(含)以上，經診斷為小兒克隆氏症且領有重大
傷病證明，並排除第6項之情形及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且申請時應附上影像診斷評估報告。 

(1)克隆氏症病情發作，經皮質類固醇及免疫抑制劑
(azathioprine,6-mercaptopurine, methotrexate)充分
治療超過三個月，仍然無法控制病情(PCDAI>30)

或產生過敏或其他嚴重副作用者。 

(2)小兒克隆氏症病童腹部或肛門廔管合併生長遲
緩者(height velocity Z Score-1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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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兒克隆氏症病情發作且生長遲緩 (height 

velocity Z Score -1 to -2.5)病童，經營養治療與免
疫抑制劑治療失敗者。 

4.療效評估與繼續使用： 

(1)初次申請adalimumab 以8 週為限，治療第3 劑
後，達到臨床反應(PCDAI 降低>=15)者，方得
申請繼續使用。 

(2)繼續使用者，需每16 週評估一次，評估仍維持
前一次療程達到臨床反應，方得提出申請續用，
每次申請以16 週(使用8 劑)為限。 

(3)治療56 週 (使用28 劑)後須至少再間隔超過六
個月後，因病情復發或以其他治療難以控制達上
述3.之(1)(2)(3)之標準才能再次提出申請使用。 

5.使用劑量： 

(1)體重>=40公斤者，最初第一劑160mg，兩週後第
二劑 80mg，第四週給予第三劑40mg，之後每隔
兩週給予維持劑量40mg。 

(2)體重<40公斤者，最初第一劑80mg，兩週後第二
劑40mg，第四週給予第三劑20mg，之後每隔兩
週給予維持劑量20mg。 

6.須排除使用之情形應參照藥物仿單，重要之排除使
用狀況包括： 

(1)罹患活動性感染症(active infection)之病患。 

(2)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的病患（包括潛伏結核感
染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核感染
篩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 

(3)惡性腫瘤或具有癌症前兆(pre-malignancy)之病
患。 

(4)具高度感染機會之病患：慢性腿部潰瘍、導尿管
置留、身上有引流管、頑固性或復發性之胸腔感
染症病患。 

(5)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7.須停止治療的情形 

(1)療效不彰：療效評估未達繼續使用標準者。 

(2)其他事項：包括 

i 惡性腫瘤 



 

147 

 

ii 該藥物引起之嚴重毒性 (白血球過低、嚴重過敏) 

iii 嚴重感染(暫時停藥即可)。 

◎附表二十六之三：全民健康保險小兒克隆氏症使
用adalimumab 申請表 

◎附表二十六之四：PCDAI（Pediatric 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8.2.4.8.Abatacept 靜脈注射劑（如Orencia IV）
（101/10/1、102/1/1、104/8/1）： 

用於幼年型慢性關節炎治療部分 

1.給付條件： 

(1)限用於曾經接受抗腫瘤壞死因子拮抗劑 (如
etanercept)治療，但未達療效或無法耐受之6 歲
至17 歲有幼年型慢性關節炎之兒童患者。 

I.Etanercept 的療效： 

i.紅血球沉降速率 (ESR) 或CRP 及下列三項中
至少有二項達到較基礎值改善30%以上效果
者。 

a.活動性關節炎的總數。 

b.關節活動範圍受到限制的關節總數。 

c.醫師的整體評估。 

ii. 上述各種指標惡化程度達30%以上者不得超
過一項 

II.無法耐受的定義：無法忍受etanercept 治療的副
作用。 

(2)需與methotrexate 併用（但對methotrexate 過敏，
或methotrexate 引起嚴重血球低下、肝毒性及其
它嚴重副作用者除外）。 

2.限具有風濕病專科醫師證書之內科、小兒科專科醫
師或具有小兒過敏免疫專科醫師證書之小兒科專
科醫師處方。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1)申請初次治療時，應檢附曾經使用抗腫瘤壞死因
子拮抗劑之用藥結果，包括種類、劑量、關節腫
脹治療前後的相關照片或關節X 光檢查報告、
及副作用報告等資料。 

(2)使用abatacept 之後，每6 個月需再申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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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描述使用藥物後的療效、副作用或併發症。 

4.需排除abatacept 使用的情形應參照藥物仿單，重
要之排除使用狀況包括： 

(1)懷孕或正在授乳的婦女。 

(2)罹患活動性的感染症的病患。 

(3)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的患者（包括潛伏結核感
染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核感染
篩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102/1/1) 

(4)身上帶有人工關節者，罹患或先前曾罹患過嚴重
的敗血症(sepsis)者。 

(5)惡性腫瘤或具有癌症前兆 (pre-malignancy) 的
病患。 

(6)免疫功能不全者 (Immunodeficiency)。 

5.需停止abatacept 治療的情形如果發生下列現象應
停止治療： 

(1)不良事件，包括： 

Ⅰ.惡性腫瘤。 

Ⅱ.該藥物引起的嚴重毒性。 

Ⅲ.懷孕 (暫時停藥即可)。 

Ⅳ.嚴重的間發性感染症 (intercurrentinfection)(暫
時停藥即可)。 

(2)療效不彰：患者的core set data 經過6 個月治療
後未達療效者。 

療效定義： 

Ⅰ.紅血球沉降速率 (ESR) 或CRP 及下列三項中
至少有二項達到較基礎值改善30%以上效果者。 

i.活動性關節炎的總數 

ii.關節活動範圍受到限制的關節總數 

iii.醫師的整體評估 

Ⅱ.上述各種指標惡化程度達30%以上者不得超過
一項。 

◎附表三十一：全民健康保險使用abatacept 申
請表(六歲至十七歲兒童) 

8.2.4.9.Golimumab(如Simponi) 、Adalimumab（如
Humira）(105/9/1、105/10/1)：用於潰瘍性結腸炎
治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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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2.須經診斷為成人潰瘍性結腸炎，並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1)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Ⅰ .領有潰瘍性結腸炎重大傷病卡（直腸型排
除）。 

Ⅱ.經5-aminosalicylic acid 藥物(如sulfasalazine、
mesalamine 或balsalazide)、類固醇、及免疫調
節劑 (如azathioprine 或6-mercaptopurine)充分
治療無效(須有病歷完整記載用藥史，連續治療
達6個月以上)，或對5-aminosalicylic acid 藥物、
免疫調節劑產生嚴重藥物副作用。 

Ⅲ.Mayo score ≧9分且Mayo Endoscopic subscore 

≧2分(需檢附兩個月內之大腸鏡報告，內含可
供辨識之彩色照片)。 

(2)急性嚴重的潰瘍性結腸炎，同時符合下列四要
件: 

Ⅰ.內視鏡下符合潰瘍性結腸炎。 

Ⅱ.病理切片排除巨細胞病毒腸炎、阿米巴結腸炎、
淋巴癌。 

Ⅲ.糞便檢測排除困難梭狀桿菌感染。 

Ⅳ.Mayo Score 為12 分，經類固醇全劑量靜脈注
射 (如methylprednisolone40-60mg/day 等 )連續
治療5 天無效。 

3.療效評估與繼續使用： 

(1)初次申請：  golimumab 以6週 (使用2劑 ) 、
adalimumab 以8週(使用4劑)為限，治療後達到臨
床反應評估者 (Mayo Score≦ 6分，且Mayo 

Endoscopic 

subscore≦ 2 分)，方得申請繼續使用。(105/10/1) 

(2)繼續使用者：需每16週評估一次，若評估仍維持
前一療程或更低之Mayo Score分數，且Mayo 

Endoscopic subscore≦ 1 分，可再申請繼續使用
16週，維持治療以申請兩次為限。 

4.劑量給予方式及總療程： 

(1)Golimu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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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最初第一劑200mg，兩週後第二劑100mg，作
為緩解之誘導；有效患者之後每隔4週給予維持
劑量50mg(體重大於80公斤病患，每隔4週
100mg)，至多持續至38週，作為緩解之維持。 

Ⅱ .若使用劑量為100mg（含）以上，限使用
100mg(1mL)規格量。 

(2)Adalimumab：最初第一劑160mg，兩週後第二劑
80mg，第四週之第三劑及第六週之第四劑40mg，
作為緩解之誘導；之後每隔兩週給予維持劑量
40mg，至多持續至40 週(使用20 劑)，作為緩解
之維持。(105/10/1) 

5.Golimumab 治療38 週；adalimumab 治療40 週
(使用20 劑)後若病情復發，依初次使用標準再次
提出申請。(105/10/1) 

6.須排除使用之情形： 

應參照藥物仿單，重要之排除使用狀況包括： 

(1)懷孕或正在授乳的婦女。 

(2)罹患活動性感染症(active infection)之病患。 

(3)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病患（包括潛伏結核感染
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核感染篩
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 

(4)惡性腫瘤或具有癌症前兆(pre-malignancy)之病
患(但不包括已經接受過充分治療達10 年以上
的惡性腫瘤)。 

(5)具高度感染機會之病患：慢性腿部潰瘍、導尿管
置留、身上有引流管、人工關節感染，該人工關節
尚未摘除者、頑固性或復發性之胸腔感染症病患。 

(6)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7.須停止治療的情形： 

(1)療效不彰：療效評估未達繼續使用標準者。 

(2)其他事項包括： 

Ⅰ.惡性腫瘤。 
Ⅱ.該藥物引起之嚴重毒性(白血球過低、嚴重過
敏)。 

Ⅲ.懷孕(暫時停藥即可)。 
Ⅳ.嚴重間發性感染(暫時停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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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Leflunomide (如Arava、Arheuma )：(92/9/1、93/5/1、
97/9/1) 

1.限治療成人類風濕性關節炎，且用於methotrexate 

治療無效，或無法忍受methotrexate 副作用時使用。 

2.限治療具活動性的成人乾癬性關節炎，且於
DMARDs（疾病修飾抗風濕病藥物）治療無效後
使用。（97/9/1） 

8.2.6.短效干擾素、長效干擾素： 

8.2.6.1.Interferon alpha-2a （如Roferon-A）及
interferon alpha-2b（如IntronA）（92/10/1）; 

peginterferon alfa-2a（如Pegasys）（92/11/1-C 肝、
94/11/1-B肝、96/10/1、98/11/1、99/5/1-B 肝、
100/6/1-B 肝、102/2/1、105/10/1、106/1/1)： 

1.限用於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B型及C型肝
炎治療計畫」之下列慢性病毒性B型或慢性病毒性
C型肝炎患者。 

(1)用於慢性病毒性B 型肝炎患者 

Ⅰ.HBsAg (+) 超過六個月及HBeAg (+) 超過三
個月，且ALT 值大於 (或等於)正常值上限五
倍以上 (ALT≧5X)，且無肝功能代償不全者。
療程為12 個月。（98/11/1、105/10/1） 

註：肝代償不全條件為prothrombin time 延長≧3 

秒或bilirubin (total)≧2.0mg/dL，prothrombin 

time 延長係以該次檢驗control 值為準。 

Ⅱ. HBsAg (+) 超過六個月及HBeAg (+) 超過三
個月，其ALT 值介於正常值上限二至五倍之間 

(2X≦ALT<5X)，且血清HBV DNA≧20,000 

IU/mL 或經由肝組織切片（血友病患及類血友
病患經照會消化系專科醫師同意後，得不作切
片）證實HBcAg 陽性並有慢性肝炎變化，無D 

型或C 型肝炎合併感染，且無肝功能代償不全
者，可接受藥物治療，療程為12 個月。（98/11/1、
105/10/1） 

Ⅲ. HBsAg (+) 超過六個月及HBeAg (-) 超過三
個月，且ALT 值半年有兩次以上 (每次間隔三
個月) 大於或等於正常值上限二倍以上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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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且血清HBV DNA≧2,000 IU/mL 或經
由肝組織切片（血友病患及類血友病患經照會
消化系專科醫師同意後，得不作切片）證實
HBcAg 陽性，無D 型或C型肝炎合併感染，且
無肝功能代償不全之患者。療程為12 個月。
（98/11/1） 

IV.符合上述Ⅰ、Ⅱ、Ⅲ條件納入治療計畫且經完
成治療後停藥者：經6 個月觀察期，復發且符
合上述Ⅰ、Ⅱ、Ⅲ條件者，無肝代償不全者，
可使用interferon alpha-2a、interferon alpha-2b、
peginterferon alfa-2a再治療（一個療程）；或以
lamivudine 100mg、entecavir 0.5mg、telbivudine 

600mg 或tenofovir 300mg 再治療。惟若有肝代
償不全者則應儘速使用 lamivudine 100mg、
entecavir 1.0mg( 每 日 限 使 用 1 粒 ) 、
telbivudine 600mg 或tenofovir 300mg 再治
療。（98/11/1、99/5/1、100/6/1、102/2/1、
106/1/1） 

V.符合10.7.3 之1 及3 至5 項條件納入治療計畫
經完成治療後停藥者：經觀察3 至6 個月，復
發且符合上述Ⅰ、Ⅱ、Ⅲ條件且無肝代償不全
者 ， 可 使 用 interferon alpha-2a 、 interferon 

alpha-2b 或peginterferon alfa-2a再治療（一個療
程），或以lamivudine 100mg、entecavir 0.5mg、
telbivudine 600mg 或tenofovir 300mg 再治療。
惟若有肝代償不全者，則應儘速使用lamivudine 

100mg、entecavir 1.0mg(每日限使用1 粒)、
telbivudine 600mg 或tenofovir 300mg 再治療。
（98/11/1、100/6/1、102/2/1、106/1/1） 

Ⅵ.上述Ⅳ及Ⅴ停藥復發者再以口服抗病毒藥物
治療之給付療程依HBeAg(+)或HBeAg(-)而定：
HBeAg(+)病患治療至e 抗原轉陰並再給付最
多12 個月；HBeAg(-)病患治療至少二年，治療
期間需檢驗血清HBV DNA，並於檢驗血清
HBV DNA 連續三次，每次間隔6 個月，均檢
驗不出HBV DNA 時可停藥，每次療程至多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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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36 個月。再次復發時得再接受治療，不限治
療次數。（106/1/1） 

(2)用於慢性病毒性C 型肝炎治療時: 

Ⅰ.應與Ribavirin 併用 

Ⅱ.限ALT 值異常者，且Anti-HCV 與HCV RNA 

均為陽性，或經由肝組織切片（血友病患及類
血友病患經照會消化系專科醫師同意後，得不
作切片）以METAVIR system 證實輕度纖維化
大於或等於F1 及肝炎變化，且無肝功能代償不
全者。（98/11/1） 

Ⅲ.療程依Viral Kinetics 區分如下: （98/11/1） 
a、有RVR (rapid virological response, 快速病毒

反應)者，給付治療不超過24 週。 

b、無RVR，但有EVR (early virologic response)

者，給付治療48 週。 

c、到第12 週未到EVR 者，應中止治療，治
療期間不超過16 週。 

d、第一次藥物治療24 週後復發者，可以給予
第二次治療，不超過48 週。 

※復發的定義: 

治療完成時，血中偵測不到病毒，停藥後血中病毒
又再次偵測到。（98/11/1） 

2.限用於下列癌瘤病患「限interferon alpha-2a（如
Roferon-A）及interferonalpha-2b（如Intron A）」
（93/4/1、97/8/1）: 

(1)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2)Multiple myeloma 

(3)Hairy cell leukemia 

(4)Ｔ細胞淋巴瘤病例(限a-2A、2B type) (87/4/1)。 

(5)卡波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病例使用
（87/4/1）。 

(6)小於七十歲以下，罹患中、晚期之低度非何杰金
氏淋巴瘤(low gradenon-Hodgkin’s lymphoma)，
且具有高腫瘤負荷(high tumor burden)之病患。
(89/1/1) 

(「高腫瘤負荷」定義：第三或第四期病患；或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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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LDH > 350 IU/L；或腫塊大於十公分以上。) 

(7)限使用於晚期不能手術切除或轉移性腎細胞癌
之病患(限a-2A type)（89/1/1） 

(8)kasabach-Merritt 症候群。（93/4/1） 

(9)用於一般療法無法治療的 Lymphangioma。
（93/4/1、97/8/1） 

8.2.6.2.Peginterferon alpha-2b（如Peg-Intron）（92/10/1、
94/10/1）；interferonalfacon-1（如Infergen）（93/7/1、
94/10/1、98/11/1） 

1.限用於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B型及慢性C

型肝炎治療試辦計畫」之下列慢性病毒性C型肝炎
患者，且應與ribavirin 併用。 

2.限ALT 值異常者，且Anti-HCV 與HCV RNA 均
為陽性，或經由肝組織切片（血友病患及類血友
病患經照會消化系專科醫師同意後，得不作切片），
以METAVIRsystem 證實輕度纖維化大於或等於
F1 及肝炎變化，且無肝功能代償不全者。（98/11/1） 

3.療程依Viral kinetics 區分如下: （98/11/1） 

(1)有RVR (rapid virological response, 快速病毒反
應)者，給付治療不超過24週。 

(2)無RVR，但有EVR (early virologic response)者，
給付治療48週。 

(3)到第12週未到EVR 者，應中止治療，治療期間
不超過16週。 

(4)第一次治療24週後復發者，可以給予第二次治療，
給付不超過48週。 

8.2.7.Rituximab 注射劑（如Mabthera）：用於類風濕
性關節炎之成人治療部分（97/11/1、99/2/1、101/7/1、
102/1/1、102/4/1） 

1.給付條件： 

(1)限用於曾經接受抗腫瘤壞死因子 (如etanercept、
adalimumab 或golimumab等) 治療，但未達療效，
或無法耐受的成人活動性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
（101/7/1） 

I.Etanercept、adalimumab 或golimumab 的療效：
經治療後評估DAS28 總積分下降程度大於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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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或DAS28 總積分小於3.2 者。（101/7/1） 

II. 無 法 耐 受 的 定 義 ： 無 法 忍 受 etanercept 、
adalimumab 或 golimumab 治 療 的 副作 用。
（101/7/1） 

(2)需與methotrexate 併用（但對methotrexate 過敏，
或methotrexate 引起嚴重血球低下、肝毒性及其
它嚴重副作用者除外）。 

(3)給予重複療程之時機： 

I.與前次治療相隔24 週或以上，且 

II.符合下列給藥時機規定：  DAS28 總積分≧ 

3.2，或與前次接受rituximab治療後第21 週比
較，DAS28 總積分上升≧ 0.6。 

(4)每次療程為靜脈注射500 毫克～1,000 毫克，兩
週後相同劑量再注射一次，共注射兩次。 

2.限內科專科醫師且具有風濕或免疫專科醫師證書
者處方。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1)申請初次治療：應檢附曾經使用抗腫瘤壞死因子
之用藥結果，包括種類、劑量、治療前後DAS28 

積分及副作用報告等資料。並宜記錄患者HBsAg 

及Anti-HCV 資料(若HBsAg 檢驗為陽性，宜加
作HBV DNA)。 

(2)申請給予重複療程：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再提出
申請。 

I.接受rituximab 初次治療後第21 週評估DAS28 

總積分，必須下降程度≧1.2，或DAS28 總積
分＜ 3.2 者，方可給予重複療程。 

II.重複療程之申請可於治療後第21 週提出。申請
第1 次重複療程者，應先填寫初次療效;申請第
2 次以上重複療程者，必須填寫前兩次療效。
並宜記錄患者發生之重大感染等副作用。 

(3)每次申請時應檢附治療前後之相關照片。
（99/2/1） 

4.需排除或停止使用rituximab 治療之情形如下： 

- 對rituximab 過敏 

- 重度活動性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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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完整治療之結核病的病患（包括潛伏結核
感染治療未達四週者，申請時應檢附潛伏結
核感染篩檢紀錄及治療紀錄供審查）。
(102/1/1) 

- 心衰竭病患（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class 

IV） 

- 懷孕或授乳婦女 

- 未達療效 

- 藥物引起嚴重毒性 

◎附表二十三：全民健康保險使用rituximab 申請表 

8.2.8.Palivizumab (如Synagis)(99/12/1、102/7/1) 

限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出生時懷孕週數小於或等於28 週之早產兒。 

2.併有慢性肺疾病(Chronic Lung Disease；CLD)之早
產兒(小於或等於35 週)。 

3.一歲以下患有血液動力學上顯著異常之先天性心
臟病童。需符合以下條件： 

(1)納入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Ⅰ非發紺性先天性心臟病合併心臟衰竭：符合下
列三項中至少兩項：(1)生長遲滯，體重小於第
三百分位；(2)有明顯心臟擴大現象；(3)需兩
種以上抗心臟衰竭藥物控制症狀。 

Ⅱ發紺性先天性心臟病：完全矯正手術（含心導
管或是外科手術矯正）前或是矯正手術後仍有
發紺或是心臟衰竭症狀者。 

(2)排除條件： 

Ⅰ非嚴重性先天性心臟病：不需藥物控制心臟衰
竭，如心房中隔缺損，單純動脈瓣膜輕微狹窄等。 

Ⅱ嚴重性先天性心臟病，但經心導管或外科手術
治療，目前僅殘存輕微血行動力學異常，且無
發紺症狀。 

(3)施打方式： 

Ⅰ一歲之內每個月給予15mg/kg palivizumab 肌
肉注射一次，直到年齡滿一歲或直到矯正手術
(包括開心及心導管手術)為止。 

Ⅱ一歲之內接受體外循環開心矯正手術者，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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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前再給一劑。 

Ⅲ最多施打六劑。 
8.2.9.Thalidomide（如Thado）(100/2/1) 

1.用於中度至重度痲瘋性結節性紅斑(ERYTHEMA 

NODOSUM LEPROSUM, ENL)出現皮膚徵兆之
急性期治療。 

2.可持續用於預防及抑制ENL 皮膚徵兆復發。 

3.不可單獨用於治療發生中度至重度神經炎之
ENL。 

4.需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8.2.10.Eculizumab（如Soliris）（101/4/1、102/10/1） 

一、限用於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患者且PNH 

granulocyte clone size 經兩種抗體認大於50%，並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使用： 

(一)有溶血性貧血，血紅素濃度至少有兩次檢測數值
低於7g/dL或有心肺功能不全症狀（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Class III 或IV）且血紅素濃度
低於9g/dL，並須長期大量輸血（3 個月內至少
輸血6 個單位以上）。須排除其他原因引起之貧
血，包括缺鐵性貧血或出血等。 

(二)有發生危及生命之虞之血栓並導致明顯器官功
能受損者，但須排除其他已知原因引起之血栓。 

1.任何位置之動脈血栓。 

2.重要部位之靜脈性血栓，包括腦部靜脈、靜脈竇、
上下腔靜脈、近端深部靜脈、肝靜脈或肝門靜脈
血栓等。 

(三)發生因血管內溶血導致的進行性腎功能衰竭
（serum creatinine 大於2.0mg/dL），且無法以其
他原因解釋者。 

二、排除有高危險之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RAEB-1 

或RAEB-2）的病患。 

三、新個案需經專家小組特殊專案審查核准後使用，
每次申請期限為6 個月。 

四、每6 個月須重新評估治療結果。若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則不予同意使用。 

(一)接受治療的患者用藥後病情沒有改善者（L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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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正常值上限的1.5 倍或最近3 個月內輸血多
於2 個單位）。 

(二)PNH granulocyte clone size ≦50%。 

(三)發生嚴重再生不良性貧血者。（102/10/1） 

◎附表三十之一：全民健康保險使用陣發性夜間血紅
素尿症治療藥品eculizumab特殊專案審查申請表 

◎附表三十之二：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患者事前申
請Soliris (eculizumab)用藥檢附資料查檢表 

8.2.11.Plerixafor (如Mozobil)：(102/12/1) 

1.限用於須施行自體移植之非何杰金氏淋巴瘤或多
發性骨髓瘤的病患，但驅動不佳者。為至少使用
一療程之G-CSF 合併化學治療的幹細胞驅動治
療，收集數量每公斤體重CD34+細胞少於2 百萬
個才可申請使用。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原則上使用不超過2天。 

3.使用第2 天應確實計算療程中已收集之CD34+細
胞總數，若仍未達每公斤體重2百萬個CD34+細胞，
方得再使用1 天。 

8.2.12.Canakinumab（如Ilaris）：(104/8/1) 

1.限具有風濕或免疫專長之醫師處方。 

2.臨床診斷為Cryopyrin 相關週期性症候群(CAPS)，
包括：嚴重型的家族性冷因性自體發炎症候群
(FCAS)/家族性寒冷蕁麻疹(FCU)、Muckle-Wells 

症候群(MWS)、新生兒多重系統發炎疾病
(NOMID)/慢性嬰兒神經學、皮膚、關節症候群
(CINCA)，並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1)具有NLRP3 基因突變。 

(2)有下列兩個以上之併發症： 

Ⅰ.中樞神經系統併發症。 
Ⅱ.葡萄膜炎。 
Ⅲ.感覺神經性聽損。 
Ⅳ.腎臟類澱粉沉積症。 

(3)hsCRP（high sensitivity CRP）＞ 1mg/dL 及ESR

＞ 25mm/h。 

(4)經一般藥物及類固醇治療3 個月以上無效。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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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次申請需於給藥兩週後進行療效評估，達療效
者方可繼續使用，自初次起計使用期間為1 年，
療效之定義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Ⅰ.治療後hsCRP≦ 1mg/dL 及ESR≦ 25mm/h。 

Ⅱ.治療後hsCRP 及ESR 改善程度≧50%。 

(2)使用1 年期間後須暫緩續用，倘hsCRP 及ESR 

較暫緩續用前上升程度≧50%，則可申請續用，
續用期間為1 年。hsCRP 檢驗結果上升應排除
其他非CAPS 之情況所引起。 

第9 節抗癌瘤藥物Antineoplastics 

drugs 

9.1.Aromatase Inhibitors 

9.1.1.Exemestane (如Aromasin Sugar Coated Tablets)：
（88/11/1、90/10/1、99/6/1、105/8/1) 

1.限停經後或卵巢切除後，且女性荷爾蒙受體 

(estrogen receptor) 陽性之晚期乳癌病患，經使用
tamoxifen 無效後，方可使用。 

2.具有雌激素受體陽性之停經婦女，使用tamoxifen 

至少兩年之高危險早期侵犯性乳癌的輔助治療，
且不得與tamoxifen 或其他aromatase inhibitor 併用。 

使用時需同時符合下列規定：(105/8/1) 

(1)病歷上應詳細記載手術資料、病理報告(應包含
ER、PR 之檢測結果且無復發現象)。 

(2)本案藥品使用不得超過三年。 

9.1.2.Anastrozole (如Arimidex)：（88/6/1、92/3/1、93/6/1） 

1.停經後雌激素接受器為陽性或不清楚之局部晚期
或轉移性乳癌第一線治療。(92/3/1) 

2.停經後婦女晚期乳癌，雌激素接受器為陰性，但曾
對tamoxifen 有陽性反應者。(92/3/1) 

3.停經後婦女罹患早期侵犯性乳癌，經外科手術切除
後且雌激素接受器為陽性，且有血栓栓塞症或子
宮內膜異常增生的高危險群，而無法使用
tamoxifen 治療者。(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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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療程期間以不超過五年為原則。血栓栓塞症或
子宮內膜異常增生的高危險群需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 

(1)有腦血管梗塞病史者。 

(2)有靜脈血栓栓塞症病史者。 

(3)有子宮異常出血病史，且「經陰道超音波檢查」
判定為子宮內膜異常增生的高危險群。 

9.1.3. Letrozole：（88/11/1、90/10/1、92/3/1、97/11/1、
98/11/1、99/9/1、102/8/1) 

1.接受抗動情激素治療失敗的自然或人工停經後之
末期乳癌病人之治療、停經後之局部晚期或轉移
性乳癌婦女患者之第一線治療用藥。 

2.停經後且荷爾蒙接受體呈陽性，有淋巴結轉移之乳
癌病人，作為tamoxifen 治療五年後的延伸治療，
且不得與其他aromatase inhibitor 併用。使用時需
同時符合下列規定：（97/11/1） 

(1)手術後大於等於11 年且無復發者不得使用。 

(2)每日最大劑量2.5mg，使用不得超過四年。 

3.停經後且荷爾蒙接受體呈陽性之早期乳癌病人，經
外科手術切除後之輔助治療，且不得與tamoxifen 

或其他aromatase inhibitor 併用。使用時需同時符
合下列規定：(98/11/1、99/9/1、102/8/1) 

(1)每日最大劑量2.5mg，使用不得超過五年； 

(2)若由tamoxifen 轉換使用本品，則使用期限合計
不得超過5 年。 

4.病歷上應詳細記載手術資料、病理報告(應包含ER、
PR 之檢測結果且無復發現象)及用藥紀錄(如
tamoxifen 使用五年證明)。 

9.2.Carboplatin（如Paraplatin；Carboplatin inj）：限 

1.卵巢癌患者。 

2.腎功能不佳(CCr < 60)或曾作單側或以上腎切除之
惡性腫瘤患者使用。 

9.3.Docetaxel：（87/7/1、92/11/1、93/8/1、95/8/1、96/1/1、
99/6/1、100/1/1、101/9/1） 

1.乳癌： 

(1)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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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anthracycline 合併使用於腋下淋巴結轉移之
早期乳癌之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99/6/1) 

(3)早期乳癌手術後，經診斷為三陰性反應且無淋巴
轉移的病人，得作為與cyclophosphamide 併用
doxorubicin 的化學輔助療法。(101/9/1） 

2.非小細胞肺癌：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3.前列腺癌：於荷爾蒙治療失敗之轉移性前列腺癌。 

4.頭頸癌：限局部晚期且無遠端轉移之頭頸部鱗狀細
胞癌且無法手術切除者，與cisplatin 及
5-fluorouracil 併用，作為放射治療前的引導治療，
限使用4 個療程。(100/1/1) 

9.4.Gemcitabine（如Gemzar）：（92/12/1、93/8/1、94/10/1、
96/5/1、99/10/1、105/2/1）限用於 

1.晚期或無法手術切除之非小細胞肺癌及胰臟癌病
患。 

2.晚期膀胱癌病患。（92/12/1） 

3.Gemcitabine 與paclitaxel 併用，可使用於曾經使用
過anthracycline 之局部復發且無法手術切除或轉
移性之乳癌病患。（94/10/1） 

4.用於曾經使用含鉑類藥物  (platinum-based) 治療
後復發且間隔至少6 個月之卵巢癌，作為第二線
治療。（96/5/1、99/10/1） 

5.無法手術切除或晚期或復發之膽道癌(含肝內膽管)

病患。（105/2/1） 

9.5.Paclitaxel 成分注射劑：（88/8/1、88/11/1、89/6/1、
89/10/1、91/4/1、91/8/1、93/8/1、94/1/1、98/8/1）限用於 

1.晚期卵巢癌，作為第一線治療時需與cisplatin 併用。
(94/1/1) 

2.非小細胞肺癌，作為第一線用藥時需與cisplatin 併
用。(94/1/1) 

3.已使用合併療法 (除非有禁忌症、至少應包括使用
anthracycline)失敗的轉移性乳癌患者。（91/4/1、
94/1/1) 

4.腋下淋巴轉移之乳癌且動情素受體為陰性之患者，
paclitaxel 可作為接續含doxorubicin 在內之輔助
化學治療。（91/4/1、94/1/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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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波西氏肉瘤第二線用藥。（88/11/1） 

9.6.Streptococcus pyrogene (如Picibanil)： 

限惡性腫瘤患者患有惡性腹水，肋膜積水或心包膜積
水時使用，需檢附病歷摘要。 

9.7.Protein bound polysaccharide (PSK，如Krestin)：
（87/7/1、94/1/1） 

1.限胃癌病人經手術完全切除後，且同時接受化學治
療者，並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2.每一個案每半年需重新評估一次，用藥期間若有復
發情形應即停止使用本品。(94/1/1) 

3.使用本品至多以一年為限。(94/1/1) 

9.8.Toremifene tab（如Fareston）：（88/6/1） 

限用於停經後，且女性荷爾蒙接受體(estrogen receptor)

為陽性之轉移性乳癌病患。 

9.9.Vinorelbine：(91/1/1、95/6/1、96/9/1、101/3/1) 附
表九之十二 

1.限用於： 

(1)晚期或無法手術切除之非小細胞肺癌及轉移性
乳癌病患。 

(2)病理分期第二期及第三期前半(stage II & stage 

IIIA)非小細胞肺癌於接受根治性手術後與鉑金類
藥品併用之輔助治療，需事前審查後使用，最長以
4療程為限。 

2.本成分之口服劑型與注射劑型不得併用。 

9.10.Oxaliplatin：（89/7/1、91/10/1、93/8/1、98/2/1、
98/3/1、98/7/1、102/9/1、102/12/1） 

1.和5-FU 和folinic acid 併用 

(1)治療轉移性結腸直腸癌，惟若再加用irinotecan 

(如Campto)則不予給付。(91/10/1) 

(2)作為第三期結腸癌(Duke`s C) 原發腫瘤完全切
除手術後的輔助療法。(98/2/1) 

2.與capecitabine 併用，可用於局部晚期及復發/轉移
性胃癌之治療。 (98/2/1、98/3/1、98/7/1、102/9/1、
102/12/1) 

9.11.Uracil-Tegafur：(如 Ufur)(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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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轉移性胃癌、轉移性直腸癌、轉移性結腸癌、轉
移性乳癌之病患使用（89/10/1、97/12/1）。 

2.頭頸部鱗狀上皮癌(93/4/1、98/3/1、99/10/1)。 

3.與cisplatin 併用治療轉移及末期肺癌。 

4.直腸癌、結腸癌第Ⅱ、Ⅲ期患者之術後輔助性治療，
且使用期限不得超過2年(94/10/1、97/12/1) 

5.用於病理分期為T2 且腫瘤≧3cm 之肺腺癌病人，
作為手術後輔助治療，使用期限以二年為限。
(100/1/1) 

9.12.Irinotecan (如 Campto injection)：(90/10/1、93/8/1)

限轉移性大腸直腸癌之第一線治療藥物: 

1.與5-FU 及folinic acid 合併，使用於未曾接受過化
學治療之患者。 

2.單獨使用於曾接受5-FU 療程治療無效之患者。 

9.13.Aldesleukin (如 Proleukin for Injection)：(90/10/1、
93/8/1)限轉移性腎細胞癌及惡性黑色素癌病患使用。 

9.14.Doxorubicin hydrochloride liposome injection (如
Lipo-Dox、Caelyx)：(91/3/1、93/8/1、93/11/1、99/10/1) 

限用於下列適應症: (99/10/1) 

1.用於治療曾接受第一線含platinum 及paclitaxel 化
學治療而失敗者或再復發之進行性或轉移性卵巢
癌病人。(91/3/1) 

2.用於治療CD4 數量低下（< 200 CD4 

lymphocyte/mm3）和粘膜、皮膚或內臟有病變的
AIDS related Kaposi’s Sarcoma 的病人。(91/3/1) 

3.用於單一治療有心臟疾病風險考量之轉移性乳癌
患者。(93/11/1) 

9.15.Tretinoin（如Vesanoid Soft Gelatin）：（88/10/1） 

限急性前髓性白血病使用。 

9.16.Topotecan（如Hycamtin）：（88/10/1、93/8/1、98/11/1、
100/6/1） 

9.16.1.Topotecan 注射劑（88/10/1、93/8/1、98/11/1） 

1.限卵巢癌及小細胞肺癌之第二線化學治療（第一線
治療應包括白金化合物）。 

2.與cisplatin 併用適用於治療經組織學檢查確定患
有第IV-B 期復發性或持續性子宮頸癌，且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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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科手術及（或）放射療法進行治療的患者。
（98/11/1）9.16.2.Topotecan 口服劑型（100/6/1） 

限用於小細胞肺癌之第二線化學治療（第一線治療
應包括白金化合物）。 

9.17.Capecitabine（如Xeloda）：（88/10/1、91/4/1、92/6/1、
93/8/1、96/9/1、97/12/1） 

1.Capecitabine 與docetaxel 併用於治療對
anthracycline 化學治療無效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
癌病患 

2.單獨用於對taxanes 及anthracycline 化學治療無效，
或無法使用anthracycline 治療之局部晚期或轉移
性乳癌病患。 

3.治療轉移性結腸直腸癌的第一線用藥。(92/6/1) 

4.第三期結腸癌患者手術後的輔助性療法，以八個療
程為限。（96/9/1） 

5.Capecitabine 合併platinum 可使用於晚期胃癌之
第一線治療。(97/12/1) 

9.18.Trastuzumab (如Herceptin)：(91/4/1、93/8/1、95/2/1、
99/1/1、99/8/1、99/10/1、101/1/1、105/11/1) 

1.早期乳癌(99/1/1、99/8/1、99/10/1、101/1/1) 

(1)外科手術前後、化學療法(術前輔助治療或輔助
治療 )治療後，具HER2 過度表現 (IHC 3+或
FISH+)，且具腋下淋巴結轉移但無遠處臟器轉移
之早期乳癌患者，作為輔助性治療用藥。(99/10/1、
101/1/1) 

(2)使用至多以一年為限(99/8/1)。 

2.轉移性乳癌 

(1)單獨使用於治療腫瘤細胞上有HER2 過度表現
(IHC 3+或FISH+)，曾接受過一次以上化學治療
之轉移性乳癌病人。(91/4/1、99/1/1) 

(2)與paclitaxel 或docetaxel 併用，使用於未曾接受
過化學治療之轉移性乳癌病患，且為HER2 過度
表現(IHC 3+或FISH+)者。(93/8/1、95/2/1、99/1/1) 

(3)轉移性乳癌且HER2 過度表現之病人，僅限先前
未使用過本藥品者方可使用。(99/1/1) 

3.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核准後每24 週須檢附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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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評估資料再次申請，若疾病有惡化情形即不應
再行申請(105/11/1)。 

9.19.Estramustine sod. phosphate monohydrate ( 如
Estracyt)：(91/4/1) 

限晚期前列腺癌病患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使用： 

1.經荷爾蒙治療無效。 

2.經診斷對單獨使用荷爾蒙治療，具有預後療效不佳
因素的初次治療病患。 

9.20.Rituximab 注射劑 (如Mabthera)： (91/4/1、93/1/1、
95/3/1、97/2/1、102/1/1、103/2/1、103/9/1、104/6/1)限用
於 

1.復發或對化學療效有抗性之低惡度B 細胞非何杰
金氏淋巴瘤。（91/4/1） 

2.併用CHOP 或其他化學療法，用於CD20 抗原陽
性之B 瀰漫性大細胞非何杰金氏淋巴瘤之病患。
(93/1/1、95/3/1) 

3.併用CVP 化學療法，用於未經治療之和緩性（組
織型態為濾泡型）B 細胞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的病
人。(95/3/1) 

4.作為濾泡性淋巴瘤患者於接受含rituximab 誘導化
學治療後產生反應(達partial remission 或complete 

remission)之病患，若在接受含rituximab誘導化學
治療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接受rituximab 維持
治療，限用八劑，每三個月使用一劑，最多不超
過二年。(97/2/1、104/6/1) 

(1)有單一腫瘤直徑超過7 公分者； 

(2)有超過三顆腫瘤直徑超過3 公分者； 

(3)脾臟腫大，其長度超過16 公分者； 

(4)對vital organs 造成擠壓者； 

(5)周邊血中出現淋巴球增生超過 5000/mm3者； 

(6)出現任一系列血球低下者 

(platelet<100,000/mm3，或Hb< 10gm/dL，或
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1500/mm3)。 

5.慢性淋巴球性白血病：(103/2/1) 

(1）Rai Stage Ⅲ/Ⅳ (或Binet C 級)之CLL 病人。
若用於Rai Stage Ⅰ/Ⅱ (或Binet A/B 級)併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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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相關免疫性症候(如自體免疫性溶血、免疫性
血小板低下紫瘢症等)的病人時，需經過至少一
種標準的烷化基劑治療無效或病情惡化者，且
CD20 陽性細胞須大於50%。 

(2）與化學療法併用，做為復發或頑固性的CD20 

陽性慢性淋巴球性白血病病患的治療用藥，且
CD20 陽性細胞須大於50%。 

(3）初次申請最多六個（月）療程，再次申請以三
個療程為限。 

6.與類固醇併用，治療嗜中性白血球細胞質抗體
(ANCA)陽性之肉芽腫性血管炎及顯微多發性血
管炎病人：(103/9/1) 

(1)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診斷需有病理報告確
定及血清學檢驗結果。 

(2)初次發作之肉芽腫性血管炎及顯微多發性血管
炎，經cyclophosphamide 治療4 週以上但療效不
佳者。 

(3)復發之肉芽腫性血管炎(GPA，或稱為韋格納肉
芽腫症Wegener’sgranulomatosis) 及顯微多發性
血管炎(MPA)，先前曾接受過cyclophosphamide 

治療者。 

(4)對cyclophosphamide 治療無法耐受且有具體事
證，或具使用禁忌之肉芽腫性血管炎及顯微多發
性血管炎。 

(5)每次申請，以治療4 週之療程為限。復發時可再
次申請。 

註：原發(初次發作)之肉芽腫性血管炎及顯微多發
性血管炎，經cyclophosphamide 治療4 週以上
但療效不佳者之定義為： 

經cyclophosphamide 治療4 週以上，但至少有
一項受侵犯的主要器官症狀未能改善，包括:A 

肺部B 腎臟C 神經系統D 腸胃道系統 

申請時需檢附病歷及病理及影像資料等，經專
科醫師事前審查同意後使用。 

7.使用於1、4 、5 及6 病人時，需經事前審查核准
後使用。(102/1/1、103/2/1、1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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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Fludarabine (如Fludara Oral, Film -Coated Tablet 

及Fludara LyophilizedIV Injection )：(92/12/1、93/3/1、
94/10/1、99/ 10 /1) 附表八之一 

1.用於B-細胞慢性淋巴性白血病（CLL）病患的起始
治療及CLL 與低惡性度B 細胞非何杰金氏淋巴
瘤 (Indolent B-Cell NHL) 病患，歷經至少一種標
準內容的烷化基藥劑（alkylating agent）的治療方
法都無效，或治療後雖有效但隨後疾病又繼續惡
化的病人。 

2.以本品作為第一線治療，限用於(94/10/1)。 

(1)Rai Stage Ⅲ/IV (或Binet C 級) 之CLL 病人。
若用於Rai Stage I/II (或Binet A/B 級) 併有疾病
相關免疫性症候(如自體免疫性溶血、免疫性血
小板低下紫瘢症等) 的病人時，需經過至少一種
標準的烷化基劑治療無效或病情惡化者。 

(2)每次申請最多六個（月）療程，再次申請以三個
療程為限。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9.22.Imatinib (如Glivec)：(91/5/1、93/7/1、97/8/1、99/6/1、
100/ 2/ 1、102/9/1)附表九之八限用於 

1.治療正值急性轉化期 (blast crisis)、加速期或經
ALPHA-干擾素治療無效之慢性期的慢性骨髓性
白血病 (CML) 患者使用。 

2.用於治療初期診斷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的
病人。 

3.惡性胃腸道基質瘤(GIST)： 

(1)治療成年人無法手術切除或轉移的惡性胃腸道
基質瘤。 

(2)作為成人胃腸道基質瘤完全切除後之術後輔助
治療，符合下列一項條件可使用3年，須事前審
查核准後使用。 

A.腫瘤大於10 公分。 

B.有絲分裂指數> 10/50 HPF( high power field)。 

C. 腫 瘤 大 於 5 公 分 且 有 絲 分 裂 指 數 > 5/50 

HPF( high power field)。 

D.腫瘤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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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治療初診斷為費城染色體陽性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Ph+ ALL)且併用化療之成年人。(99/6/1) 

5.未曾使用imatinib 治療之成人復發性或難治性費
城染色體陽性急性淋巴性白血病(Ph+ ALL)之單
一療法。(99/6/1) 

6.下列適應症患者必須在第一線的藥物如
hydroxyurea;corticosteroid 等無效後，經事前審查
核准才可使用，且每6 個月需重新申請審查。
(99/6/1) 

(1)治療患有與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PDGFR)

基因重組相關之骨髓發育不全症候群(MDS)/骨
髓增生性疾病(MPD)之成人。 

(2)治療嗜伊紅性白血球增加症候群(HES)與/或慢
性嗜伊紅性白血病(CEL)且有血小板衍生生長因
子受體(PDGFR)基因重組之成人患者，且存在器
官侵犯証據者。 

7.治療患有無法手術切除、復發性或轉移性且有血小
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PDGFR)基因重組之隆突性
皮膚纖維肉瘤(DFSP)之成人患者。 (99/ 6/1) 

9.23.Arsenic trioxide (如Asadin Inj.)：(91/8/1、92/9/1) 

限用於急性前骨髓細胞白血病患者。 

9.24.Gefitinib (如 Iressa):(93/11/1、96/8/1、 96/11/1、
100/6/1、101/5/1、101/10/1、103/5/1) 附表九之一 

1.限單獨使用於 

(1)具有EGFR-TK 基因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移
性(即第ⅢB 期或第Ⅳ期)之肺腺癌病患之第一
線治療。(100/6/1) 

(2)先前已使用過第一線含鉑化學治療，或70 歲(含)

以上接受過第一線化學治療，但仍局部惡化或轉
移之肺腺癌。(96/11/1、100/6/1)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1)用於第一線用藥：檢具確實患有肺腺癌之病理或
細胞檢查報告，及EGFR-TK基因突變檢測報告。
(100/6/1) 

(2)用於第二線以上用藥：檢具確實患有肺腺癌之病
理或細胞檢查報告，並附曾經接受第一線含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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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治療，或70 歲(含)以上接受過第一線化學治療
之證明，及目前又有疾病惡化之影像診斷證明
（如胸部X 光、電腦斷層或其他可作為評估的
影像），此影像證明以可測量（measurable）的
病灶為優先，如沒有可以測量的病灶，則可評估
（evaluable）的病灶亦可採用。(96/11/1、100/6/1、
101/10/1) 

(3)每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以三個月為限，每三個
月需再次申請，再次申請時並需附上治療後相關
臨床資料，如給藥四週後，需追蹤胸部X 光或
電腦斷層等影像檢查一遍，評估療效，往後每四
週做胸部X 光檢查，每隔八週需追蹤其作為評
估藥效的影像（如胸部X 光或電腦斷層）
(101/5/1)。 

3.醫師每次開藥以4 週為限。(101/10/1) 

4.本藥品與erlotinib(如Tarceva)及afatinib(如Giotrif)

不得併用。(96/8/1、103/5/1) 

9.25.Temozolomide (如Temodal)：(94/3/1、97/1/1、98/9/1) 

附表八之二 

限用於 

1.經手術或放射線治療後復發之下列病人： 

(1)退行性星狀細胞瘤(AA- anaplastic astrocytoma) 

(2)多形神經膠母細胞瘤(GBM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3)退行性寡樹突膠質細胞瘤(anaplastic 

oligodendroglioma) (98/9/1) 

2.新診斷的多形神經膠母細胞瘤，與放射線治療同步
進行，然後作為輔助性治療。（97/1/1）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4.若用於退行性寡樹突膠質細胞瘤，每日最大劑量
200mg/m2。每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以三個月為
限，再次申請時需附上治療後相關臨床評估資料
並檢附MRI或CT 檢查，若復發之惡性膠質細胞瘤
有惡化之證據，則必須停止使用。
(98/9/1)9.26.Pemetrexed (如Alimta）：(95/3/1、95/7/1、
97/11/1、98/9/1、103/4/1、103/9/1)附表八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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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用於 

(1)與cisplatin 併用於惡性肋膜間質細胞瘤。 

(2)以含鉑之化學療法治療或70 歲含)以上接受過
第一線化學治療，但仍失敗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
非小細胞肺癌病患（顯著鱗狀細胞組織型除外）
之單一藥物治療。(95/7/1、97/11/1、98/9/1) 

(3)與含鉑類之化學療法併用，作為治療局部晚期或
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顯著鱗狀細胞組織型除外）
之第一線化療用藥，且限用於ECOG performance 

status為0~1 之病患。(98/9/1)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初次申請以6 個療程為限，
續用應每4 個療程評估一次，如有發現病情惡化，
應即停止使用。（103/4/1、103/9/1） 

9.27.Cetuximab（如Erbitux）：(96/3/1、98/7/1、98/8/1、
99/10/1、101/12/1、104/11/1、106/1/1)附表七之三 

1.直腸結腸癌治療部分： 

(1)與FOLFIRI(Folinic acid/5-fluorouracil/irinotecan) 

或 FOLFOX(Folinicacid/5-fluorouracil/oxaliplatin)

合併使用於治療具表皮生長因子受體表現型
(EGFR expressing)，RAS 原生型之轉移性直腸結
腸癌病患之第一線治療。(101/12/1、104/11/1、
106/1/1) 

I.本藥品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事前
審查之療程以18 週為限，再次申請必須提出客
觀證據（如：影像學）證實無惡化，才可繼續
使用。 

II.使用總療程以36 週為上限。 

III.本藥品不得與bevacizumab 併用。 

(2) 與 irinotecan 合併使用，治療已接受過含
5-fluorouracil (5-FU)、irinotecan 及oxaliplatin 二
線以上之細胞毒性治療失敗、具有表皮生長因子
受體(EGFR)表現型且K-ras 基因沒有突變的轉
移性直腸結腸癌的病患。(98/8/1) 

I.本藥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事前
審查之療程以9 週為限，再次申請必須提出客
觀證據（如：影像學）證實無惡化，才可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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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I.使用總療程以18 週為上限。 

2.口咽癌、下咽癌及喉癌治療部分：(98/7/1、99/10 /1) 

(1)限與放射線療法合併使用於局部晚期之口咽癌、
下咽癌及喉癌患者，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I.年齡≧ 70 歲； 

II.Ccr ＜50mL/min； 

Ⅲ.聽力障礙者(聽力障礙定義為500Hz、1000Hz、
2000Hz 平均聽力損失大於25 分貝)； 

Ⅳ.無法耐受platinum-based 化學治療。 

(2)使用總療程以接受8 次輸注為上限。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3.頭頸癌部分(106/1/1)： 

(1)限無法接受局部治療之復發及/或轉移性頭頸部
鱗狀細胞癌，且未曾申報cetuximab 之病患使
用。 

(2)使用總療程以18 週為限，每9 週申請一次，需
無疾病惡化情形方得繼續使用。 

9.28.Bortezomib（如Velcade for Injection）：（96/6/1、
98/2/1、99/3/1、99/9/1、100/10/1、101/6/1、105/5/1）
附表九之三 

限用於 

1.合併其他癌症治療藥品使用於多發性骨髓瘤病人：
(99/3/1、100/10/1、101/6/1) 

(1)每人以8 個療程為上限(99/9/1）。 

(2)需經事前申請後使用，每次申請4 個療程。
（101/6/1） 

(3) 使用 4 個療程後，必須確定藥物使用後
paraprotein (M-protein) 未 上 升  ( 即 表 示 為
response 或stable status)，或對部分non-secretory 

type MM 病人以骨髓檢查plasma cell 之比率為
療效依據，方可申請使用後4 個療程。（101/6/1） 

(4)若病患於前4 個療程符合前項規定(3)之療效，
則後續4 個療程可保留，於疾病復發時，再行申
請使用。（101/6/1） 

2.被套細胞淋巴瘤（Mantle Cell Lymphoma, M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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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98/2/1、105/5/1) 

(1)每人以8 個療程為上限。(99/9/1) 

(2)每日最大劑量1.5mg/m2/day；每個療程第1, 4, 8, 

11 日給藥。 

(3)第一線使用過復發者，不得申請再次使用。
(105/5/1) 

(4)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9.29.Erlotinib（如Tarceva）：（96/6/1、96/8/1、97/6/1、
101/5/1、101/10/1、102/4/1、102/11/1、103/5/1）附表
九之二 

1.限單獨使用於 

(1)適用於具有EGFR-TK 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
移性(即第ⅢB 期或第Ⅳ期)之肺腺癌病患之第
一線治療(102/11/1）。 

(2)已接受4 個週期platinum 類第一線化學療法後，
腫瘤範圍穩定(stabledisease，不含partial response 

或complete response)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肺腺
癌的維持療法。(102/4/1) 

(3)先前已使用過platinum 類第一線化學治療，或
70 歲(含)以上接受過第一線化學治療，但仍局部
惡化或轉移之腺性非小細胞肺癌之第二線用藥。
（97/6/1） 

(4) 先 前 已 使 用 過 platinum 類 及 docetaxel 或
paclitaxel 化學治療後，但仍局部惡化或轉移之
非小細胞肺癌之第三線用藥。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若經事前審查核准，因
臨床治療需轉換同成份不同含量品項，得經報備
後依臨床狀況轉換使用，惟總使用期限不得超過
該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期限。（97/6/1） 

(1)用於已接受platinum 類第一線化學療法後，病
情穩定之維持療法：檢具確實患有肺腺癌之病理
或細胞檢查報告，並附已接受4 個週期platinum 

類第一線化學療法後，腫瘤範圍穩定 (stable 

disease，不含partial response 或complete response)

之影像診斷證明（如胸部X 光、電腦斷層或其
他可作為評估的影像）。(1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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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於第二線用藥：檢具確實患有非小細胞肺癌之
病理或細胞檢查報告，並附曾經接受platinum 類
第一線化學治療，或70 歲(含)以上接受過第一線
化學治療之證明，及目前又有疾病惡化之影像診
斷證明（如胸部X 光、電腦斷層或其他可作為
評估的影像），此影像證明以可測量（measurable）
的病灶為優先，如沒有可以測量的病灶，則可評
估（evaluable）的病灶亦可採用。（97/6/1） 

(3)用於第三線用藥：檢具確實患有非小細胞肺癌之
病理或細胞檢查報告，並附曾經接受第一線及第
二線化學藥物如platinum（cisplatin 或carboplatin）
與 taxanes（paclitaxel 或docetaxel）治療之證明，
及目前又有疾病惡化之影像診斷證明（如胸部X 

光、電腦斷層或其他可作為評估的影像），此影
像證明以可測量（measurable）的病灶為優先，
如沒有可以測量的病灶，則可評估（evaluable）
的病灶亦可採用。（97/6/1） 

(4)每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以三個月為限，每三個
月需再次申請，再次申請時並需附上治療後相關
臨床資料，如給藥四週後，需追蹤胸部X 光或
電腦斷層等影像檢查一遍，評估療效，往後每四
週做胸部X 光檢查，每隔八週需追蹤其作為評
估藥效的影像（如胸部X 光或電腦斷層）。
(101/5/1) 

3.醫師每次開藥以4 週為限。(101/10/1) 

4.本藥品與gefitinib(如Iressa)及afatinib(如Giotrif)不
得併用。(103/5/1)備註1：非小細胞肺癌病患的第
二線治療用藥之定義為：病患需先經第一線含鉑
化學治療，或70 歲(含)以上接受過第一線化學治
療後，因疾病惡化，此時所給予之治療即為第二
線用藥。（97/6/1） 

備註2：非小細胞肺癌病患的第三線治療用藥之定義
為：病患需先經第一線化學藥物治療後，因疾病
惡化，再經第二線不同的化學藥物治療之後，若
疾病再度惡化，此時所給予之治療即為第三線用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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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Dasatinib (如Sprycel)：(98/1/1、102/4/1、104/12/1)

限用於 

1.第一線使用(102/4/1、104/12/1)： 

治療新診斷的費城染色體陽性之慢性期慢性骨髓
性白血病的成人。 

2.第二線使用(104/12/1)： 

(1)治療患有慢性、加速或急性期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對先前經imatinib400mg(含)以上治療後有抗藥
性或無耐受性的成人。 

(2)治療患有費城染色體陽性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且
對先前經imatinib 400mg(含)以上治療後有抗藥
性或無耐受性的成人。 

(3)需檢送病歷及對imatinib 耐受性不良或無效的
證明(104/12/1)。 

9.31.Sunitinib（如Sutent）：（98/2/1、98/5/1、99/1 /1、
99/ 2 /1、101/5/1、102/1/1、104/12/1） 

1.腸胃道間質腫瘤： 

(1)限用於以imatinib 治療期間出現疾病惡化或對
該藥出現不能忍受之腸胃道間質腫瘤 (99/ 2/ 

1 )。 

(2)若使用本藥品出現疾病惡化或無法忍受其副作
用，不得替換使用imatinib 治療(99/ 2 / 1 )。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送審時須檢送病歷及
對imatinib 耐受性不良或無效之證明。（98/5/1）
(99/ 2/ 1) 

2.晚期腎細胞癌：（99/1/1） 

(1)可用於第一線治療晚期或轉移性腎細胞癌，即病
理上為亮細胞癌(clear cellrenal carcinoma)。 

(2)無效後則不給付temsirolimus 及其他酪胺酸激
酶阻斷劑（tyrosine kinaseinhibitor, TKI）。 

(3)需檢送影像資料，每三個月評估一次。(104/12/1) 

(4)病人若對藥物產生耐受性不佳（intolerance），
則以原來藥物減量為原則，若嚴重耐受性不佳，
可以換其他TKI。 

3.進展性，無法切除或轉移性分化良好之胰臟神經內
分泌腫瘤的成人病患，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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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 

(1)符合WHO 2010 分類方式之G1 or G2 胰臟神經
內分泌瘤。 

(2)於一年內影像檢查證實有明顯惡化者。 

(3)不可合併使用化學治療或相關標靶藥物。
（102/1/1） 

(4)經事前專案審查核准後使用，且需每3 個月評估
一次。 

9.32.Nilotinib：（98/6 /1、99/1/1、101/7/1）附表九之
六 

9.32.1.Nilotinib 200mg (如Tasigna 200mg) （98/6 /1、
99/1/1、104/12/1） 

1.限用於治療對imatinib 400MG (含)以上耐受性不
良或治療無效的「慢性期或加速期費城染色體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陽性的慢性骨髓性白
血病(CML)成年患者」。 

2.必須檢附耐受性不良或治療無效的證明。
(104/12/1) 

3.Nilotinib 與dasatinib 不得合併使用。 

9.32.2.Nilotinib 150mg (如Tasigna 150mg) ：(101/7/1、
104/12/1) 

限用於新確診之慢性期費城染色體陽性的慢性骨髓
性白血病。(104/12/1) 

9.33.Thalidomide（如Thado）：(98/7/1) 

治療新診斷多發性骨髓瘤。使用時須和prednisolone 及
oral melphalan 併用，或和骨髓移植併用，或和
palmidronate 併 用 於 骨 髓 移 植 後 之 治 療 。
9.34.Sorafenib (如Nexavar)：(98/10/1、100/6/1、101/8/1、
104/6/1、105/11/1、106/1/1) 

1.晚期腎細胞癌部分： 

(1)晚期腎細胞癌且已接受 interferon -alpha 或
interleukin-2 治療失敗，或不適合以上兩種藥物
治療之病患。不適合以上兩種藥物治療之病患，
須符合cytokine 禁忌症者得直接使用sorafenib。
但須列舉出所符合之禁忌症及檢附相關證明。
(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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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效後則不給付temsirolimus 及其他酪胺酸激
酶阻斷劑（tyrosine kinaseinhibitor,TKI）。 

(3)需檢送影像資料，每3 個月評估一次。(104/12/1) 

2.晚期肝細胞癌部分：(101/8/1、105/11/1) 

(1)轉移性或無法手術切除且不適合局部治療或局
部治療失敗之晚期肝細胞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Ⅰ.肝外轉移（遠端轉移或肝外淋巴結侵犯）的
Child-Pugh A class 患者。 

Ⅱ.大血管侵犯（腫瘤侵犯主門靜脈或侵犯左/右靜
脈第一分支）的Child-PughA class 患者。 

III.經導管動脈化學藥物栓塞治療（Transcatheter 

arterialchemoembolization,T.A.C.E.）失敗之晚期
肝細胞癌的Child-Pugh Aclass 患者，需提供患
者於六個月內>=3 次局部治療之記錄。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之療程以2 

個月為限，送審時需檢送影像資料，每2個月評
估一次。 

3.用於放射性碘治療無效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的進
行性(progressive)分化型甲狀腺癌(RAI-R DTC)：
(106/1/1) 

(1)放射性碘治療無效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的進行
性(progressive)分化型甲狀腺癌。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之療程以3

個月為限，送審時需檢送影像資料，每3個月評
估一次。 

9.35.carmustine 植入劑 (如Gliadel Wafer)：(100/2/1)附
表八之四 

1.作為復發性多形神經膠母細胞瘤病人的手術輔助，
不得與 temozolomide 併用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9.36.Everolimus：（100/2/1、102/1/1）附表九之九 

9.36.1. Everolimus 5mg 及10mg (如Afinitor 5mg 及
10mg)（100/2/1、102/1/1、104/9/1、104/12/1、106/3/1）： 

1.治療經VEGF-targeted 療法無效後之晚期腎細胞
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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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於胰臟神經內分泌腫瘤成人病患，需同時符合
下列條件：（102/1/1） 

(1)無法切除或轉移的成人胰臟內分泌腫瘤，其分化
程度為良好或中度，或WHO2010 年分類為G1、
G2 者。 

(2)為進展性腫瘤，即過去12 個月影像檢查為持續
惡化者（RECIST 定義為疾病惡化者）。 

(3)不可合併使用化學藥物或其他標靶藥物。 

(4)除因病人使用本品後，發生嚴重不良反應或耐受
不良之情形外，本品與sunitinib 不得轉換使用。 

3.與exemestane 併用，作為已無適當之化學治療可
供選擇，而先前已使用過非類固醇類之芳香環酶
抑制劑治療無效，而未曾使用exemestane 之轉移
性乳癌，屬於荷爾蒙接受體陽性、HER2 受體陰
性且尚未出現其他器官症狀之病人的第一線治療
(104/9/1）。 

4.除晚期腎細胞癌之外，其他疾病需經事前審查核准
後使用，每次申請之療程以3個月為限。(104/12/1) 

5.送審時需檢送影像資料，每3 個月評估一次。
(104/12/1) 

9.36.2.Everolimus 2.5mg 及5mg (如領有罕藥藥證之
Afinitor 2.5mg 及5mg)：（102/1/1） 

1.治療患有結節性硬化症(tuberous sclerosis)之腦室
管膜下巨細胞星狀瘤(SEGA:subependymal giant 

cell astrocytoma)，併有水腦症狀或其他顯著神經
學症狀，且經神經外科專科醫師評估不適合接受
或無法以外科切除手術的患者使用。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之療程以6 個
月為限，申請時需檢送影像檢查資料。 

3.申請續用時，除需檢送治療前後之影像資料，且再
經神經外科專科醫師評估，其仍不適合接受或無
法以外科切除手術者，始得續用。 

4.用藥後，若病情無法持續改善或疾病已惡化，則不
予同意使用。 

9.37.Bevacizumab (如Avastin)：（100/6/1）(101/05/1)

附表九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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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移性大腸或直腸癌： 

(1)Bevacizumab 與含有 irinotecan/ 5-fluorouracil/ 

leucovorin 或5-fluorouracil/ leucovorin 的化學療
法合併使用，作為轉移性大腸或直腸癌患者的第
一線治療。 

(2)使用總療程以24 週為上限。 

2.惡性神經膠質瘤(WHO 第4 級) - 神經膠母細胞瘤： 

單獨使用可用於治療曾接受標準放射線治療且含
temozolomide 在內之化學藥物治療失敗之多型性
神經膠母細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復發之
成人患者。(101/05/1) 

3.本藥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事前審查
之療程以12 週為限，再次申請必須提出客觀證據（如：
影像學）證實無惡化，才可繼續使用。 

9.38.Temsirolimus (如Torisel)：（101/1/1）附表九之十一 

1.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給付3 個月藥量，
送審時需檢送影像資料，每3個月評估一次。 

(1)治療不限細胞型的高風險晚期腎細胞癌。 

(2)需具有下列六個風險因子中至少3 個以上因
子： 

I.距離初次診斷出腎細胞癌之時間未達一年 

II. Karnofsky Performance scale 介於60 至70 之間 

III.血色素低於正常值12gm/dL 

IV.矯正後血鈣值超過10mg/dL 

V. 乳酸脫氫酶(lactate dehydrogenase)超過1.5 倍正
常值上限 

VI.超過一個以上的器官有轉移病灶。 
(3)無效後則不給付其他酪胺酸激酶阻斷劑TKI。 

2.病人若對藥物產生耐受性不佳（intolerance），則
以原來藥物減量為原則，若嚴重耐受性不佳，可
以換其他酪胺酸激酶阻斷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 

9.39.Flutamide；buserelin：（90/8/1、101/7/1） 

1.晚期（包括T3、淋巴腺轉移、器官轉移）之腫瘤。 

2.攝護腺癌病人接受根除性攝護腺切除手術治療後，
PSA 逐漸升高有局部復發或遠處轉移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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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癌症臨床期別為T2、T3，準備接受根除性攝護腺
切除手術治療或其他定效治療，包括irradiation 之
前為求tumor volume reduction，作為neoadjuvant 

治療之目的。 

9.40.Bicalutamide：（89/10/1、101/7/1） 

限用於與LHRH 類似劑療法或手術去勢療法併用於
進展性攝護腺癌。 

9.41.Pazopanib（如Votrient）：（101/8/1、104/4/1、106/3/1）
附表九之十三 

1.腎細胞癌： 

(1)可用於第一線治療晚期或轉移性腎細胞癌，其病
理上為亮細胞癌(clear cellrenal carcinoma)。 

(2)本品使用無效後，不得申請使用temsirolimus 或
其他酪胺酸激酶阻斷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等藥品。 

(3)需檢送影像資料，每三個月評估一次。(106/3/1) 

(4)病人若對藥物產生耐受性不佳（intolerance），
則以原來藥物減量為原則，若嚴重耐受性不佳，
可以換其他TKI。 

2.軟組織肉瘤：（104/4/1） 

(1)用於治療先前曾接受化療失敗的晚期軟組織肉
瘤(STS)患者。其病情若能接受手術治療者，須
先經手術治療。 

(2)須排除胃腸道基質瘤、脂肪惡性肉瘤、橫紋肌惡
性肉瘤、軟骨惡性肉瘤、骨性惡性肉瘤、依文氏
(Ewing’s sarcoma)惡性肉瘤、原發性神經外胚層
腫瘤(primitive neuroectodermal tumor)、突起性表
皮纖維惡性腫瘤 

(dermatofibrosarcoma protuberance)或具骨轉移的
患者。 

(3)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療程以三個
月為限，每三個月需再次申請。(須檢附影像學報告) 

9.42.Bendamustine（如Innomustine）(101/10/1、103/2/1) 

1.以本品作為第一線治療，限用於Binet C 級之慢性
淋巴性白血病病人(CLL)或Binet B 級併有免疫性
症候(如自體免疫性溶血、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紫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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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等)相關疾病之CLL 病人。 

2.用於B-細胞慢性淋巴性白血病（CLL）病患Binet B 

及C 之第二線治療，在經歷至少一種標準內容的
烷化基藥劑（alkylating agent）治療方法無效，或
治療後雖有效但隨後疾病又繼續惡化進展的病
人。 

3.曾接受至少一種化療之和緩性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六個月內曾以rituximab 治療失敗之單一治療。
(103/2/1) 

4.不得與fludarabine 合併使用。(103/2/1) 

5.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最多六個（月）
療程。 

9.43. Lenalidomide (如Revlimid)：（101/12/1） 

1.與dexamethasone 合併使用於先前已接受至少一
種治療失敗之多發性骨髓瘤患者(1)每人以12 個
療程為上限(每療程為4 週)。 

(2)每天限使用1 粒。 

(3) 使 用 4 個 療 程 後 ， 必 須 確 定 paraprotein 

(M-protein)未上升 (即表示對藥物有反應或為穩
定狀態)或對部分non-secretory type MM 病人以
骨髓檢查plasma cell 為療效依據，方可繼續使
用。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
程以4 個療程為限，每4個療程須再次申請。 

3.本品不得與bortezomib 合併使用。 

9.44.Azacitidine（如Vidaza）（102/1/1） 

1.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高危險性病患：頑固性貧血併
有過量芽細胞（RA withexcess blasts, RAEB）、轉
變中的頑固性貧血併有過量芽細胞（RAEB 

intransformation, RAEB-T）、及慢性骨髓單核細胞
性白血病（chronicmyelomonocytic leukemia, 

CMMoL）。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請事前審查時必須確
定病患無病情惡化至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即可繼
續使用。 

(1)第一次申請4 治療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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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開始每3 療程申請一次。 

3.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之定義：骨髓芽細胞（myeloblast）
大於30 %。 

9.45.Afatinib（如Giotrif）：(103/5/1) 

1.限單獨使用於具有EGFR-TK 基因突變之局部晚
期或轉移性(即第ⅢB 期或第Ⅳ期)之肺腺癌病患
之第一線治療。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若經事前審查核准，因
臨床治療需轉換同成分不同含量品項，得經報備
後依臨床狀況轉換使用，惟總使用期限不得超過
該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期限。 

(1)檢具確實患有肺腺癌之病理或細胞檢查報告，及
EGFR-TK 基因突變檢測報告。 

(2)每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以三個月為限，每三個
月需再次申請，再次申請時並需附上治療後相關
臨床資料，如給藥四週後，需追蹤胸部X 光或
電腦斷層等影像檢查一遍，評估療效，往後每四
週做胸部X 光檢查，每隔八週需追蹤其作為評
估藥效的影像（如胸部X 光或電腦斷層） 

3.使用本藥品後，除因耐受性不良，否則不得轉換類
似藥理機轉之其他酪胺酸激酶阻斷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 

4.醫師每次開藥以4 週為限。 

5.本藥品與gefitinib（如Iressa）及erlotinib(如Tarceva)

不得併用。 

9.46.Tegafur/gimeracil/oteracil 複方製劑(如 TS-1）
(103/6/1、105/12/1)： 

1.治療局部晚期無法手術切除或轉移性胰臟癌病
人。 

2.胃癌(105/12/1) 

(1)胃癌術後輔助性化療，用於罹患TNM StageⅡ 

(排除 T1 ) 、ⅢA 或ⅢB 胃癌且接受過胃癌根
除性手術的成年患者，限用1 年。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9.47.lapatinib （如Tykerb）：（1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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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capecitabine 併用，使用於曾接受
anthracycline,taxane 以及trastuzumab治療後病況
惡化之轉移性乳癌併有腦部轉移，且為HER2 過
度表現患者。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療程以三個月
為限。再申請應檢附前次治療結果評估資料。 

9.48.Eribulin（如Halaven）：（103/12/1） 

1.用於治療轉移性乳癌患者且先前曾接受過
anthracycline 和taxane 兩種針對轉移性乳癌之化
學治療輔助性治療。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療程以三個月
為限，如發現病情惡化應停止使用。再申請應檢
附前次治療結果評估資料。 

9.49.Abiraterone (如Zytiga）（103/12/1、105/9/1） 

1.治療藥物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癌
（ECOG 分數須≦2）且已使用過docetaxel 2 個
療程以上且治療無效者。 

2.需與prednisone 或prednisolone 併用。 

3.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3 個月需再次申請。 

4.本品與enzalutamide 僅能擇一使用。（105/9/1） 

9.50.Crizotinib (如Xalkori）(104/9/1)： 

1.適用於已接受一種含platinum 類第一線化學治療
失敗之ALK 陽性之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 

2.符合前述之病患且併有腦轉移之非小細胞肺癌病
人，需達腦部穩定狀態(brainstabilized)始得使用。
腦部穩定狀態定義為「無因腦轉移之臨床症狀
(Asymptomatic brain metastases)或有腦轉移之臨
床症狀(Symptomatic brain metastases)經治療後腦
轉移相關臨床症狀穩定至少達三週以上之病人
(類固醇劑量穩定)」。 

3.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1)需檢具確實患有非小細胞肺癌之病理或細胞檢
查報告，並附曾經接受第一線含鉑化學治療又有
疾病惡化之影像診斷證明（如胸部X 光、電腦
斷層或其他可作為評估的影像），此影像證明以
可測量（measurable）的病灶為優先，如沒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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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測量的病灶，則可評估（evaluable）的病灶亦
可採用。 

(2)每次申請事前審查之療程以三個月為限，每三個
月需再次申請，再次申請時並需附上治療後相關
臨床資料，如給藥四週後，需追蹤胸部X 光或
電腦斷層等影像檢查一遍，評估療效，往後每四
週做胸部X 光檢查，每隔八週需追蹤其作為評
估藥效的影像（如胸部X 光或電腦斷層）。 

(3)每次處方以4 週為限。 

9.51.Regorafenib（如Stivarga）：（104/9/1、105/8/1） 

1.轉移性大腸直腸癌(mCRC)： 

(1)用於治療先前曾接受下列療法的轉移性大腸直
腸癌(mCRC)患者，療法包括fluoropyrimidine、
oxaliplatin、irinotecan 為基礎的化療，和抗血管
內皮生長因子(anti-VEGF)等療法；若K-ras 為原
生型(wild type)，則需接受過抗表皮生長因子受
體(anti-EGFR)療法。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事前審查之
療程以8 週為限，再次申請必須提出客觀證據
（如：影像學）證實無惡化，才可繼續使用。 

2.胃腸道間質瘤(GIST) (105/8/1） 

(1)先前曾接受imatinib 與sunitinib 治療的局部晚
期、無法切除或轉移性的胃腸道間質瘤患者。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之療程以3 

個月為限，送審時需檢送影像資料，每3 個月評估
一次。 

9.52.Vemurafenib (如Zelboraf) (104/11/1）： 

1.用於治療BRAF V600 突變陽性WHO 體能狀態≤2 

且罹患無法切除(第ⅢC 期)或轉移性(第Ⅳ期)黑
色素瘤之病人。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療程以三個月
為限，如發現病情惡化應停止使用。再申請應檢
附前次治療結果評估資料。 

9.53.Panitumumab (如Vectibix)：(105/4/1) 

1.與FOLFOX(folinic acid/5-fluorouracil/oxaliplatin)合
併使用於治療K-RAS基因及N-RAS 基因沒有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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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之轉移性直腸結腸癌病患之第一線治療。 

2.本藥品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事前審
查之療程以12 週為限，再次申請必須提出客觀證
據（如：影像學）證實無惡化，才可繼續使用。 

3.使用總療程以24 週為上限。 

4.Vectibix+FOLFOX 與Erbitux+FOLFIRI 二者僅能
擇一使用。唯有在無法忍受化療（其副作用）時
方可互換。 

9.54.Enzalutamide（如Xtandi）（105/9/1） 

1.治療藥物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癌
（ECOG 分數須≦2）且已使用過docetaxel 2 個
療程以上且治療無效者。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3 個月需再次申請。 

3.本品與abiraterone 僅能擇一使用。 

9.55. Ruxolitinib (如Jakavi) (105/10/1) 

1.用於治療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IWG) 

Consensus Criteria 中度風險-2 或高風險之骨髓
纖維化，包括原發性骨髓纖維化、真性紅血球增
多症後骨髓纖維化、或血小板增多症後骨髓纖維
化等疾病所造成脾臟腫大
(symptomaticsplenomegaly) 及/或其他相關全身症
狀且不適於接受幹細胞移植的病人(stemcell 

ransplantation)。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之療程以6 個
月為限，送審時需檢送影像資料及症狀改善之病
歷紀錄，每6 個月評估一次。 

3.用藥後，若沒有減少脾臟體積【(在增加脾臟長度
與基期相較達40% (約為脾臟體積增加達25%)】且
沒有明確的疾病相關之症狀改善，則不予同意使
用。 

4.Jakavi 5mg 每日限最多使用4 粒，Jakavi 15mg 或
20mg 每日限最多使用2 粒，且其5mg 不得與
15mg 或20mg 併用。 

9.56.Brentuximab vedotin (如Adcetris)(105/10/1) 

限用於成人患者： 

1.治療復發或頑固型CD30+何杰金氏淋巴瘤(H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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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受自體幹細胞移植(ASCT)，或(2)無法使用
ASCT 或多重藥物化療，且先前至少已接受兩種治
療。 

2.治療復發或頑固型全身性退行分化型大細胞淋巴
瘤(systemic anaplasticlarge cell lymphoma；
sALCL)。 

3.每次申請療程以4 個療程為限，再申請應檢附前次
治療結果評估資料。若病人病情已達完全緩解，
得再給付4 個療程。健保給付以16 個療程為上
限。 

9.57.Clofarabine（如Evoltra）：（106/1/1） 

1.使用於先前接受至少兩種化療療程(如TPOG 之療
程表)治療無效或已復發第二次或以上之急性淋
巴母細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病，
且計畫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的病人(限21 歲以下)，
每位病人限給付一療程。 

2.須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申請時須檢附完整之造血
幹細胞移植計畫，並詳細記載確認捐贈者名單、
確認移植之執行醫院及移植前調適治療等資料。 

9.58.Axitinib (如Inlyta)（106/1/1） 

1.治療已接受過sunitinib 或cytokine 治療失敗的晚
期腎細胞癌病患。 

2.無效後則不給付temsirolimus 及其他酪胺酸激酶
阻斷劑（tyrosine kinaseinhibitor, TKI）。 

3.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之療程以3 個
月為限，送審時需檢送影像資料，每3 個月評估一
次。 

第10 節抗微生物劑 Antimicrobial 

agents 

10.1.抗微生物劑用藥給付規定通則： 

1.凡醫師診斷為感染症，確有臨床需要者得適當使用
抗微生物製劑。 

2.門診使用抗微生物製劑以不超過三日份用量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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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有必要，每次以七日為限；慢性骨髓炎病
患得視病情需要延長抗微生物製劑給藥日數，惟
每次門診處方仍以兩週為上限(87/7/1)。 

3.「上呼吸道感染病患」如屬一般感冒（common cold）
或病毒性感染者，不應使用抗生素。如需使用，
應有細菌性感染之臨床佐證，例如診斷為細菌性
中耳炎、細菌性鼻竇炎、細菌性咽喉炎，始得使
用抗生素治療（90/2/1）。 

4.使用抗微生物製劑，宜以同療效、價廉為原則。使
用三種抗微生物製劑(含)以上，需附微生物培養及
藥物敏感試驗報告，藥物敏感試驗報告應包括第
一線及第二線抗微生物製劑及各類常用藥物；同
類同抗菌範疇之抗微生物製劑，若未能都進行藥
物敏感性試驗時，得以其中之一種藥物的敏感性
試驗結果做為使用其他同類同抗菌範疇藥物合理
性之判定參考。（87/4/1） 

5.使用抗微生物製劑應以本保險規定之第一線抗微
生物製劑優先使用，如欲使用第一線以外之抗微
生物製劑，需依規定第6、7 項辦理。 

6.醫師得按下列病情及診斷於進行微生物培養及藥
物敏感試驗後直接使用第一線以外抗微生物製劑，
惟若微生物培養證明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有效，
應考慮改用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91/4/1) 

(1)感染病情嚴重者，包括： 

Ⅰ.敗血症(sepsis)或敗血性休克(septic shock) 

Ⅱ.中樞神經感染 

Ⅲ.使用呼吸器者。 
(2)免疫狀態不良併發感染者： 

Ⅰ.接受免疫抑制劑。 
Ⅱ.接受抗癌化學療法。 
Ⅲ.白血球數在1000/cumm 以下或多核白血球數
在500/cumm 以下。 

(3)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有感染症需使用者 

(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紀錄及相關之病歷資料)

（86/10/1、92/9/1)。 

(4)手術中發現有明顯感染病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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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脾臟切除病人有不明原因發熱者。 

(6)臟器穿孔。 

(7)嚴重污染傷口病人。 

(8)患疑似感染之早產兒及新生兒（出生二個月以
內）。 

(9)發生明確嚴重院內感染症者。 

(10)常有厭氧菌與非厭氧菌混合感染之組織部位感
染時(如糖尿病足部壞疽併感染、骨盆腔內感染)，
得直接使用可同時治療厭氧菌與非厭氧菌多重
感染之單一非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 

7.醫師得按下列病情改用第一線以外抗微生物製
劑： 

(1)使用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超過72 小時，經微生
物培養及藥物敏感試驗證實對第一線抗微生物
製劑具抗藥性，確有需要使用者，並請檢附該檢
驗報告。 

(2)每72 小時更換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一次，歷經 

7 日以上仍無效，由其他醫療機構轉送至有微生
物培養室醫院病人者。 

(3)嬰幼兒（出生二個月以上至滿五足歲）患疑似感
染疾病，在使用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72 小時仍
無明顯療效者。 

8.預防性的使用抗微生物製劑：（105/2/1）。 

(1)清淨的手術：大致可分甲、乙兩類。 

甲類：如單純性疝氣手術、精索靜脈曲張手術、甲
狀腺手術、乳房切除手術…等，原則上可「免
用」抗微生物製劑，如需使用，可術前一劑量，
手術時間超過二小時者得於術中追加一劑，使
用之抗微生物製劑應以本表之第一線抗微生
物製劑為限（90/2/1）。 

乙類：如心臟手術、腦部手術、臟器移植手術及放
置人工植入物之手術，原則上使用不可超過24 

小時，以本表之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為主；如
需使用第一線以外之抗微生物製劑或超過48 

小時，請詳敘理由，俾利審查（90/2/1、95/6/1） 

(2)清淨但易受污染的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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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野是清淨但術中易受污染，如肝膽胃腸手術、
泌尿道手術、肺部手術、婦科手術、耳鼻喉科
手術、牙科手術…等手術。原則上抗微生物製
劑使用24 時，以本表之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為
主，若有厭氧菌與嗜氧菌混合污染之可能時，
得使用Cephamycin（cefoxitin,cefmetazole）或
ampicillin 類合併β-lactamase inhibitor

（ ampicillin/sulbactam,amoxicillin/clavulanicacid）
之藥物；如需使用第一線以外之抗微生物製劑
或超過48 小時，請詳敘理由，俾利審查（90/2/1、
95/6/1)。 

(3)免疫不全病人經醫師判斷感染風險高，依實證及
流行病學資料及相關治療指引等，經感染症專科
醫師認定需使用者，得適當使用預防性抗微生物
製劑。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紀錄及相關之病歷
資料。（105/2/1）。 

9.污染性傷口之手術及手術後發生感染併發症，依本
保險規定之抗微生物製劑使用原則用藥
（90/2/1）。 

10.本保險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範圍暫訂如附表一，
並得視實際需要予以增減。 

11.使用本表以外之抗微生物製劑超過七日時，除需
附微生物培養與敏感試驗報告外，尚需附相關檢
驗報告（如血、尿…等）與 TPR chart 影本並註
明使用抗微生物製劑之規格、劑量、使用日期以
利審核。 

12.非第一線抗微生物製劑其於本藥品給付規定中另
訂有規定者，依各該規定給付之。 

13.有關結核病治療選擇的藥物種類、使用的劑量與
治療的時程，應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版
「結核病診治指引」辦理(網址
http://www.cdc.gov.tw/ct.asp?xItem=5710&ctNode

=1540&mp=230)。(99/11/1、102/7/23) 

10.2.盤尼西林類 Penicillins 

10.2.1.Amoxicillin + clavulanic acid（如Augmentin tab）：
(85/1/1)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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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急性化膿性中耳炎或急性化膿性鼻竇炎。 

2.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3.厭氧性細菌感染。 

4.菌血症等適應症，得免附細菌敏感試驗報告，惟以十
日為限。 

10.2.2.Ampicillin + sulbactam 注射劑（如Unasyn 注射
劑、Ansullina 注射劑）：(91/7/1) 

單次處方劑量為1.5 公克時，不得以0.75 公克兩瓶申
報。 

10.3.頭孢子菌素 Cephalosporins 

10.3.1.Cefaclor：（85/1/1、89/7/1）用於 

1.急性化膿性中耳炎或急性化膿性鼻竇炎。 

2.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3.敗血症等適應症，得免附細菌敏感試驗報告，惟以十
日為限。 

10.3.2.Cefuroxime tab：（87/4/1）用於 

1.急性化膿性中耳炎或急性化膿性鼻竇炎。 

2.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3.敗血症等適應症，得免附細菌敏感試驗報告，惟以十
日為限。 

10.3.3.Ceftriaxone：（95/6/1）用於疑似或證實為淋病
尿道炎、子宮頸炎、軟性下疳時，可第一線單一劑量使
用。 

10.3.4.Cefixime：（95/6/1）用於疑似或證實為淋病尿
道炎、子宮頸炎、軟性下疳時，可第一線單一劑量使用。 

10.4.巨環類Macrolides（如erythromycin、azithromycin、
clarithromycin、roxithromycin）：(90/11/1、93/9/1、
97/12/1、98/10/1、100/5/1) 

1.限用於經臨床診斷或實驗室診斷為黴漿菌
(mycoplasma)或披衣菌(chlamydia)或退伍軍人桿
菌(legionella)引起之感染、或經培養證實為
macrolides 有效之致病菌感染（需於病歷記載診
斷依據，俾利審查）。 

2.(1)Azithromycin 

a.錠劑膠囊劑(如Zithromax capsules)使用期間不
得超過3 日，每日最大劑量500mg。對於「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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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桿菌(Mycobacterium avium‐ intracellulare 

complex,MAC)」感染患者，使用期限及劑量
則不受上述之限制。(100/5/1) 

b.口服液劑(如Zithromax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使用期間不得超過3日，每日最大
劑量500mg。(100/5/1) 

(2)Azithromycin 長 效 製 劑 ( 如 Zmax extended 

release powder for oralsuspension)限單次投予，每
次最大劑量為2g；不受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
定通則八之限制。(97/12/1、100/5/1) 

3.(1)Clarithromycin (如Klaricid Tab、Klaricid 

Paediatric Suspension)使用期間不得超過10 日，每
日最大劑量500mg。對於「非結核分枝(耐酸)桿菌
(NTM) 」感染患者，每日得使用1000mg，且得持
續使用6 個月以上。(93/9/1、100/5/1) 

(2)Clarithromycin (如Klaricid Tab) 用於消化性潰
瘍之胃幽門桿菌消除治療，使用總量以28 顆（每
顆 250mg ） 為 限 ； 依 比 例 換 算 使 用
clarithromycin500mg 者，則使用總量以14 顆為
限。(98/10/1、100/5/1) 

4.Roxithromycin (如Rulid)使用期間不得超過10 日，
每日最大劑量500mg。(100/5/1) 

5.本類製劑應儘量避免合併使用其他抗生素，用於治
療「非結核分枝(耐酸)桿菌 

(NTM)」者不在此限。(100/5/1) 

10.5.Carbapenem 類抗微生物製劑： 

10.5.1.Imipenem + cilastatin（如 Tienam）；meropenem

（如Mepem）：(87/11/1、93/2/1、93/5/1、99/5/1、
99/8/1) 

1.經細菌培養證實有意義之致病菌且對其他抗微生
物製劑均具抗藥性，而對carbapenem 具有感受性 

(sensitivity)。 

2.經細菌培養，發現有意義之致病菌對carbapenem 

及其他抗微生物製劑具有感受性，但病患對其他
抗微生物製劑過敏無其他藥物可供選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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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臨床上為嚴重之細菌感染，且經其他廣效性的非第
一線抗微生物製劑治療仍無法控制病情者。 

4.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有感染症需使用者 

(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紀錄及相關之病歷資料)。
(93/5/1) 

10.5.2.Ertapenem（如Invanz inj.）：(93/5/1、96/12/1) 

1.臨床上為中、重度細菌感染，且經其他抗微生物製
劑治療仍無法控制病情者，但限用於： 

(1)複雜的腹腔內感染 

(2)感染性肺炎 

(3)急性骨盆感染 

2.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有感染症需使用者
（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紀錄及相關之病歷資料）。 

10.5.3.Doripenem (如Finibax)：(99/8/1) 

1.經細菌培養證實有意義之致病菌且對其他抗微生
物製劑均具抗藥性或對其他具有感受性抗微生物
製劑過敏，而對carbapenem 具有感受性(sensitivity)

之複雜性泌尿道感染(包括腎盂腎炎)及複雜性腹腔
內感染。 

2.臨床上為嚴重之複雜性泌尿道感染(包括腎盂腎炎)

及複雜性腹腔內感染，且經其他廣效性的非第一
線抗微生物製劑治療仍無法控制病情者。 

3.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有感染症需使用者
(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紀錄及相關之病歷資
料)。 

10.6.抗黴菌劑 Antifungal drugs 

10.6.1.Fluconazole oral（如Diflucan oral）：（85/10/1、
87/4/1）限 

1.全身黴菌感染之治療。 

2.免疫不全病例，治療或預防黴菌感染時使用。 

3.非愛滋病隱球菌腦膜炎患者使用，原則上使用6 到
8 週，視病人臨床反應，抗原效價及培養結果調
整療期，而治黴菌藥物之終止以效價下降四倍及
兩次培養陰性為原則。 

4.用於念珠性陰道炎，限頑固性疾病或無性經驗病人
無法使用塞劑治療者單一劑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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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Fluconazole Inj（如Diflucan inj）：（85/10/1）
限 

1.已證實為全身性黴菌感染(經組織或培養證實)病例使
用。 

2.非愛滋病隱球菌腦膜炎患者使用，原則上使用6 到
8 週，視病人臨床反應，抗原效價及培養結果調
整療期，而治黴菌藥物之終止以效價下降四倍及
兩次培養陰性為原則。 

10.6.3.Itraconazole：（85/1/1、91/4/1、91/8/1、96/6/1、
96/8/1、96/10/1、98/8/1） 

10.6.3.1.Itraconazole 膠囊劑 (如Sporanox cap)：
（85/1/1、91/4/1、91/8/1、98/8/1、104/1/1）限 

1.甲癬病人使用。使用時，手指甲癬限用84 顆，每
顆100mg (以 itraconazole 100mg計算，每日服用2 

顆)，需於9 週內使用完畢。足趾甲癬限用168 顆，
需於17週內使用完畢。治療結束日起算，並各在6 

及12 個月內不得重複使用本品或其他同類口服
藥品。(91/4/1、98/8/1) 

2.念珠性陰道炎(限頑固性疾病或無性經驗病人無法
使用塞劑治療病人)。 

3.其他頑固性體癬。 

4.全身性或侵入性黴菌感染(經組織切片、微生物或
抗原檢測確定之全身性或侵入性黴菌感染，且經
感染症專科醫師或皮膚科專科醫師判定需使用本
劑者，以12週至24 週為原則)。(91/8/1、98/8/1) 

5.用於復發性汗斑之治療，每日使用200mg 治療7 

天為一療程，每月以一療程為限。(104/1/1) 

6.每次門診時，應註明使用日期，目前已使用週數及
預定停藥日期。 

7.病人接受本品治療期間，不得併用其他同類藥品。 

10.6.3.2.Itraconazole 注射劑 (如Sporanox inj.)：
（96/6/1、96/8/1、99/10/1） 

1.限用於第一線治療藥物amphotericin B 治療無效
或有嚴重副作用之侵入性麴菌症、侵入性念珠菌
感染症、組織漿病菌之第二線用藥使用，以14 日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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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用於第一線治療藥物無法使用或無效的免疫功
能不全及中樞神經系統罹患隱球菌病(包括隱球
菌腦膜炎)的病人，並以14 日為限。 

3.因病情需要，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需要使用
者(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紀錄及相關之病歷資
料)。(96/8/1、99/10/1) 

10.6.3.3.Itraconazole 內服液劑 (如Itrazole oral 

solution)：（96/10/1）限用於HIV 陽性反應及其
它免疫功能不全病人的口腔念珠菌感染及食道念
珠菌感染者。 

10.6.4.Terbinafine (如Lamisil tab)：(85/1/1、91/4/1、
98/8/1)限 

1.手指甲癬及足趾甲癬病例使用，每日250 mg，手指
甲癬限用42 顆，需於8 週內使用完畢。足趾甲癬
限用84 顆，需於16 週內使用完畢。治療結束日
起算，各在6 及12 個月內不得重複使用本品或其
他同類口服藥品。(98/8/1) 

2.其他頑固性體癬及股癬病例使用，每日一次，最長
使用2 週，治療期間不得併用其他同類藥品。 

3.頭癬病例使用，每日一次，最長使用4 週，若確需
延長治療時間，需於病歷詳細載明備查。(98/8/1) 

10.6.5.Amphotericin B Injection colloidal dispersion 及
liposomal complex劑型（如Amphocil Injection、
AmBisome for Injection）：(91/8/1、93/2/1)限用於侵
入性黴菌感染（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且腎功
能不全患者10.6.6.Caspofungin Injection 劑型 (如
Cancidas Injection 50mg)：(92/8/1、94/1/1、96/7/1、
99/10/1) 

限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限用於其他黴菌藥物治療無效或有嚴重副作用之
侵入性麴菌症、侵入性念珠菌感染症之第二線用
藥。 

2.經感染症專科醫師認定需使用者，惟治療食道念珠
菌感染限用於fluconazole無效或有嚴重副作用者。
(99/10/1) 

10.6.7.Micafungin Injection 劑型(如Mycamin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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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ion)：(96/4/1)(97/10/1)限用於 

1.治療16 歲以上成人的食道念珠菌感染。 

2.預防接受造血幹細胞移植病患的念珠菌感染。 

3.治療念珠菌血症與其他侵襲性之念珠菌感染。
(97/10/1) 

10.6.8.Flucytosine (如Flusine Tablets)(96/6/1) 

限用於Cryptococcus infection 的病患。 

10.6.9.Anidulafungin 注射劑 (如Eraxis for Injection) 

(97/10/1、105/8/1)限用於治療成人侵襲性念珠菌感
染。 

10.6.10. Posaconazole (如Posanol)：(101/1/1、104/7/1) 

1.限下列條件之一使用： 

(1)對amphotericin B 或itraconazole 或voriconazole 

治療無效或不能忍受之成人侵入性麴菌病
（invasive aspergillosis）的第二線用藥。（無效
的定義是先前用有效抗黴菌劑的治療劑量至少7 

天，感染惡化或未改善）。 

(2)對 itraconazole 或fluconazole 治療無效或不能
忍受之成人口咽念珠菌感染（ oropharyngeal 

candidiasis）的第二線用藥。（無效的定義是先
前用有效抗黴菌劑的治療劑量至少治療一段時
間：持續性黴菌血症3 天，非黴菌血症型感染7 

天，食道念珠菌病14 天，感染惡化或未改善）
限使用口服懸液劑劑型。(104/7/1) 

(3)用於造血幹細胞移植接受者因發生嚴重(grade 

Ⅲ、Ⅳ)急性植體宿主反應(acute graft versus host 

reaction, GVHD)，而接受高劑量免疫抑制劑
(prednisolone 使用劑量超過0.8mg/kg/day)治療
之13 歲以上高危險病人，做為預防侵入性黴菌
感染，使用期間以3 個月為限。 

(4)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或高危險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病人接受誘導性化學治療者，給付條
件如下：(104/7/1) 

Ⅰ.用於初診斷之誘導性化學治療、誘導失敗進行
第二次誘導性化學治療，或復發病患進行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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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第一次誘導性化學治療者。 

Ⅱ.誘導性化學治療需使用「cytarabine(Ara-C)7 天
及anthracycline 類藥物3天」、或「高劑量Ara-C」、
或「老年人(＞60 歲)使用cytarabine (Ara-C)5天
及anthracycline 類藥物2 天」、或較上述療法
更強的化學治療。 

Ⅲ.自化學治療第一天開始使用，當絕對嗜中性白
血 球 數 (absoluteneutrophil count,ANC) 大 於
500/mm3，或出現侵入性黴菌感染時應停止使
用。每次療程投予posaconazole 預防以一個月
為限，最多給付2 次誘導性化學治療療程。 

2.使用本藥須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需要使用，
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紀錄及相關病歷資料。 

10.7.抗病毒劑 Antiviral drugs（98/11/1） 

10.7.1.抗疱疹病毒劑(98/11/1） 

10.7.1.1.全身性抗疱疹病毒劑 

1.Acyclovir：(98/11/1、100/7/1) 

(1)使用本類製劑應以下列條件為限： 

I.疱疹性腦炎。 

II. 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三叉神經第一分
枝VI 皮節，可能危及眼角膜者。 

III.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薦椎S2 皮節，將
影響排泄功能者。 

IV. 免疫機能不全、癌症、器官移植等病患之感
染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者。 

V.新生兒或免疫機能不全患者的水痘感染。 

VI. 罹患水痘，合併高燒(口溫38℃以上)及肺炎
(需Ｘ光顯示)或腦膜炎，並需住院者（85/1/1）。 

VII.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所引起之角膜炎或角
膜潰瘍者。 

VIII.急性視網膜壞死症 (acute retina necrosis)。 

IX. 帶狀疱疹發疹三日內且感染部位在頭頸部、
生殖器周圍之病人，可給予五日內之口服或外
用藥品(86/1/1、87/4/1)。 

X.骨髓移植術後病患得依下列規定預防性使用
acyclovir：（8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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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限接受異體骨髓移植病患。 
B.接受高劑量化療或全身放射治療 (TBI) 前一
天至移植術後第三十天為止。 

(2)其中Ⅰ與Ⅵ應優先考慮注射劑型的acyclovir。疱
疹性腦炎得使用14 至21天。（95/6/1、100/7/1） 

2.Famciclovir；valaciclovir：(100/7/1、101/5/1) 

使用本類製劑應以下列條件為限： 

(1)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三叉神經第一分枝
VI 皮節，可能危及眼角膜者。 

(2)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薦椎S2 皮節，將影
響排泄功能者。 

(3)免疫機能不全、癌症、器官移植等病患之感染帶
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者。 

(4)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所引起之角膜炎或角膜
潰瘍者。 

(5)急性視網膜壞死症 (acute retina necrosis)。 

(6)帶狀疱疹發疹3日內且感染部位在頭頸部、生殖
器周圍之病人，可給予5日內之口服或外用藥
品。 

(7)骨髓移植術後病患得依下列規定用於預防復發
性生殖器疱疹：(101/5/1) 

A.限接受異體骨髓移植病患。 

B.接受高劑量化療或全身放射治療 (TBI) 前一天
至移植術後第30 天為止。 

3.Acyclovir、famciclovir 及valaciclovir 除上述特別
規定外，使用療程原則以10 天為限，口服、注射
劑及外用藥膏擇一使用，不得合併使用。（95/6/1、
100/7/1、101/5/1） 

10.7.1.2.局部抗疱疹病毒劑（如Acyclovir 外用製劑；
tromantadine 外用製劑； 

penciclovir 外用製劑）：(97/12/1、98/11/1、100/7/1、
102/7/1） 

1.單純性疱疹(感染部位在頭頸部、生殖器周圍、嘴
唇、口腔、陰部)3 日內可使用acyclovir 或
tromantadine 藥膏，每次給予藥量限5 公克以內
(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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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nciclovir 藥膏用於治療由單純皰疹病毒引起之
復發性唇皰疹，每次處方以1支(2 公克)為原則。
(102/7/1) 

3.口服、注射劑及外用藥膏擇一使用，不得合併使
用。 

10.7.2. Ribavirin 膠囊劑（如Robatrol、Rebetol）(93/2/1、
93/7/1、93/8/1、95/11/1、98/11/1、100/4/1）： 

1.限用於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Ｂ型及慢性C 

型肝炎治療試辦計畫」之下列慢性病毒性C 型肝
炎患者且應與interferon-alfa 2a 或interferon-alfa 

2b或interferon alfacon-1 或peginterferon alfa-2b 

或peginterferon alfa-2a合併治療：限ALT 值異常
者，且Anti-HCV 與HCV RNA 均為陽性，或經由
肝組織切片（血友病患及類血友病患經照會消化
系專科醫師同意後，得不作切片），以
METAVIRsystem 證實輕度纖維化大於或等於F1 

及肝炎變化，且無肝功能代償不全者。（98/11/1） 

2.療程依Viral Kinetics 區分如下:（98/11/1） 

(1)有RVR (rapid virological response, 快速病毒反
應)者，給付治療不超過24週。 

(2)無RVR，但有EVR (early virologic response)者，
給付治療48 週。 

(3)到第12 週未到EVR 者，應中止治療，治療期間不
超過16 週。 

(4)第一次治療24 週後復發者，可以給予第二次治
療，給付不超過48 週。 

10.7.3.Lamivudine 100mg( 如 Zeffix) ； entecavir ( 如
Baraclude)；telbivudine600mg (如Sebivo)；tenofovir 

300mg (如Viread)：（92/10/1、93/2/1、93/8/1、94/10/1、
95/10/1、95/11/1、97/8/1、98/11/1、99/5/1、99/7/1、
100/6/1、102/2/1、104/12/1、106/1/1)限用於參加「全
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B 型及C 型肝炎治療計畫」之
下列慢性病毒性B 型肝炎患者： 

1.HBsAg(+)且已發生肝代償不全者，以lamivudine 

100mg、entecavir 1.0mg、telbivudine 600mg、或
tenofovir 300mg 治療，其給付療程如下：（9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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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1、102/2/1、104/12/1、106/1/1） 

(1)HBeAg 陽性病患治療至e 抗原轉陰並再給付最
多12 個月治療。 

(2)HBeAg 陰性病患治療至少二年，治療期間需檢
驗血清HBV DNA，並於檢驗血清HBV DNA 連
續三次，每次間隔6 個月，均檢驗不出HBV DNA 

時可停藥，每次療程至多給付36 個月。註： 

Ⅰ.肝代償不全條件為prothrombin time 延長≧3 

秒或bilirubin (total)≧2.0mg/dL，prothrombin 

time 延長係以該次檢驗control 值為準。 

Ⅱ.Entecavir 每日限使用1 粒。 

2.慢性Ｂ型肝炎病毒帶原者HBsAg(+)：（98/11/1） 

(1)接受非肝臟之器官移植後，B 型肝炎發作者，
可長期使用。(98/11/1) 

(2)接受癌症化學療法中，B 型肝炎發作者，經照
會消化系專科醫師同意後，可長期使用。(93/2/1、
94/10/1、98/11/1) 

(3)接受肝臟移植者，可預防性使用。(95/10/1、
98/11/1) 

(4)接受癌症化學療法，經照會消化系專科醫師同意
後，可於化學療法前1 週開始給付使用，直至化
學療法結束後6 個月，以預防Ｂ型肝炎發作。
（98/11/1） 

(5)肝硬化病患，可長期使用。(99/7/1) 

註：肝硬化條件為需同時符合下列二項條件 : 

(99/7/1) 

I.HBsAg(+)且血清HBV DNA≧2,000IU/mL 者。 
Ⅱ.診斷標準： 

a.肝組織切片（Metavir F4 或Ishak F5 以上，
血友病患及類血友病患經照會消化系專科
醫師同意後，得不作切片）；或 

b.超音波診斷為肝硬化併食道或胃靜脈曲張，
或超音波診斷為肝硬化併脾腫大。若患者因
其他臨床適應症接受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
檢查而被診斷為肝硬化時，可做為診斷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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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異體造血幹細胞移植時：(104/12/1) 

Ⅰ.捐贈者之HBsAg 為陽性反應，則捐贈者可自
其確認為移植捐贈者後開始使用預防性抗病毒
藥物治療，原則上治療到血液中偵測不到HBV 

DNA；若捐贈者符合10.7.3 之3 至5 項治療條
件，則依其規範給付。 

Ⅱ. 受贈者之HBsAg 為陽性反應，或捐贈來源之
HBsAg 為陽性反應，則受贈者可在經照會消化
系專科醫師同意後，於移植前一週起至移植後
免疫抑制藥物停用後6 個月內，給付使用抗B 
型肝炎病毒藥物以預防發作。 

3.HBsAg(+)超過6 個月及HBeAg(+)超過3 個月，且
ALT 值大於(或等於)正常值上限5 倍以上
(ALT≧5X)，符合前述條件者，其給付療程為治
療至e 抗原轉陰並再給付最多12 個月。（98/11/1、
99/5/1、106/1/1） 

4.HBsAg(+)超過6 個月及HBeAg(+)超過3 個月，其
ALT 值介於正常值上限2 至5倍之間(2X≦
ALT<5X)，且血清HBV DNA≧20,000 IU/mL，或
經由肝組織切片（血友病患及類血友病患經照會
消化系專科醫師同意後，得不作切片）證實HBcAg

陽性之患者，符合前述條件者，其給付療程為治
療至e 抗原轉陰並再給付最多12 個月。（93/8/1、
95/11/1、98/11/1、99/5/1、106/1/1） 

5.HBsAg(+)超過6 個月及HBeAg(-)超過3 個月，且
ALT 值半年有兩次以上(每次間隔3 個月)大於或
等於正常值上限2 倍以上(ALT≧2X)，且血清
HBV DNA≧2,000IU/mL，或經由肝組織切片（血
友病患及類血友病患經照會消化系專科醫師同意
後，得不作切片）證實HBcAg 陽性之患者，符合
前述條件者，其療程至少二年，治療期間需檢驗
血清HBV DNA，並於檢驗血清HBV DNA 連續三
次，每次間隔6個月，均檢驗不出HBV DNA 時可
停藥，每次療程至多給付36 個月。（93/8/1、95/11/1、
98/11/1、106/1/1） 

6.若上述治療中出現lamivudine 100mg、enteca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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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bivudine 抗藥性病毒株，可改換對於抗藥株有
效之B 型肝炎抗病毒藥劑治療，治療藥物及療程
之規定詳如10.7.4.之 1 至4 項。（98/11/1、99/5/1、
99/7/1、102/2/1、104/12/1） 

7.符合第2 至5 項條件者，若使用entecavir，劑量為
每日0.5mg。(104/12/1)10.7.4.Adefovir dipivoxil (如
Hepsera Tablets 10mg) ；Entecavir (如
Baraclude1.0mg)；tenofovir 300mg (如Viread)：
(95/9/1、95/10/1、97/8/1、98/11/1、122 

99/5/1、99/7/1、102/2/1、104/12/1、106/1/1） 

限用於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B 型及C 型肝
炎治療計畫」之下列慢性病毒性B 型肝炎患者： 

1.經使用lamivudine 100mg、entecavir 0.5mg 或1.0mg、
telbivudine 治療或預防B 型肝炎發作出現抗藥株
(指於治療中一旦HBV DNA 從治療期間之最低
值上升超過一個對數值（1 log IU/mL），以下條
件擇一給付：（98/11/1、99/5/1、102/2/1、104/12/1） 

(1)得以原治療藥物再加上adefovir 進行合併救援
治療（rescue therapy）3 年； 

(95/9/1、95/10/1、97/8/1、98/11/1、99/5/1、99/7/1) 

(2)改用entecavir 1.0mg(僅限於lamivudine 產生抗
藥性之病人)單一藥物治療3 年；（98/11/1、99/5/1、
99/7/1） 

(3)以Interferon alpha-2a（如Roferon-A）或interferon 

alpha-2b（如IntronA）或 peginterferon alfa-2a（如
Pegasys）治療1 年。（98/11/1、99/5/1、99/7/1） 

(4)改用 tenofovir 300mg 單一藥物治療 3 年。
(104/12/1) 

(5)原已接受其他口服抗病毒藥物救援治療，治療期
間出現抗藥株，或治療未達預期之病毒學反應，
得改以tenofovir 單一藥物救援治療，並給付其原
救援治療剩餘之期間。(104/12/1) 

2.若停藥後復發，得以合併療法或tenofovir 單一藥
物再治療，或以干擾素再治療1 年。以口服抗病
毒藥物治療之給付療程依HBeAg(+)或HBeAg(-)

而定： 



 

201 

 

HBeAg(+)病患治療至e 抗原轉陰並再給付最多
12 個月；HBeAg(-)病患治療至少二年，治療期間
需檢驗血清HBV DNA，並於檢驗血清HBV DNA 

連續三次，每次間隔6 個月，均檢驗不出HBV 

DNA 時可停藥，每次療程至多給付36 個月。前
述再次復發時得再接受治療，不限治療次數。
(99/7/1、104/12/1、106/1/1) 

3.慢性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帶原者： 

(1)肝硬化之病患。(99/7/1) 

(2)接受非肝臟之器官移植後發作或接受肝臟移植，
須持續接受免疫抑制劑時。（95/10/1、97/8/1、
99/5/1）上述病患長期使用lamivudine 100mg、
entecavir0.5mg、telbivudine，以治療或預防B 型
肝炎發作，若出現抗藥性病毒株者，治療藥物及
療程之規定詳如10.7.4.之1 項。（95/10/1、97/8/1、
99/5/1、99/7/1、102/2/1） 

4.臨床上若產生多重抗藥病毒株時可給予tenofovir 

300mg 單一藥物治療，或合併entecavir 1.0mg 及
tenofovir 300mg 治療3 年。(104/12/1) 

註：多重抗藥病毒株指病毒對lamivudine、telbivudine、
entecavir 或adefovir產生二種(含)藥物以上之抗藥
性。(104/12/1) 

10.7.5. Daclatasvir（如Daklinza）及asunaprevir（如
Sunvepra）(106/1/24）： 

1.限用於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Ｂ型及C 型
肝炎治療計畫」之成人慢性病毒性C型肝炎患者 

2.Daclatasvir 與asunaprevir 合併使用於Anti-HCV 

陽性超過六個月、HCV RNA為陽性之病毒基因型
第1b 型成人病患，且需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先前曾以interferon 及ribavirin 合併治療失敗且
無肝功能代償不全者。 

(2)經由肝組織切片或肝臟纖維化掃描或Fibrosis-4 

(FIB-4)證實，等同METAVIRsystem 纖維化大於
或等於F3；或超音波診斷為肝硬化併食道或胃靜
脈曲張，或超音波診斷為肝硬化併脾腫大。 

註1：先前曾以interferon 及ribavirin 合併治療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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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義為：以interferon及ribavirin 合併治療12 

週未到EVR 而停藥者；或治療完成時仍測的到
病毒者；或治療完成時，血中偵測不到病毒，停
藥後24 週，血中又再次偵測到病毒者。 

註2：以肝臟纖維化掃描或Fibrosis-4 (FIB-4)證實等
同METAVIR system 纖維化大於或等於F3 之定
義為： 

Ⅰ . 肝 臟 纖 維 化 掃 描 transient elastography 

(Fibroscan) ≧ 9.5Kpa 或 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 elastography (ARFI)≧1.81。 

Ⅱ.Fibrosis-4 (FIB-4)≧3.25，計算公式為
[Age(years) × AST(U/L)] /[Platelet count(109/L) 

× √ALT(U/L)]。 

3.使用前應檢測血液病毒非結構性蛋白5A 處
(NS5A)不具抗藥性病毒株者方可使用。 

4.每人給付療程24 週，醫師每次開藥以4 週為限。
服藥後需定期監測病毒量，使用4 週後病毒量未
能下降超過二個對數值(即下降未達100 倍)者，應
停止治療，給付不超過6 週。 

5.限未曾申請給付其他同類全口服直接抗病毒藥物
(direct-acting anti-viral,DAAs)，且不得併用其他
DAAs。 

10.7.6. 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如Viekirax）
及dasabuvir (如Exviera) (106/1/24）： 

1.限用於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Ｂ型及C 型
肝炎治療計畫」之成人慢性病毒性C型肝炎患者 

2.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 與dasabuvir 合併
使用於Anti-HCV 陽性超過六個月、HCV RNA 為
陽性之病毒基因型第1 型成人病患，且需同時符
合下列條件： 

(1)先前曾以interferon 及ribavirin 合併治療失敗且
無肝功能代償不全者。 

(2)經由肝組織切片或肝臟纖維化掃描或FIB-4 證
實，等同METAVIR system 纖維化大於或等於F3；
或超音波診斷為肝硬化併食道或胃靜脈曲張，或超
音波診斷為肝硬化併脾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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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先前曾以interferon 及ribavirin 合併治療失敗
之定義為：以interferon及ribavirin 合併治療12 

週未到EVR 而停藥者；或治療完成時仍測的到
病毒者；或治療完成時，血中偵測不到病毒，停
藥後24 週，血中又再次偵測到病毒者。 

註2：以肝臟纖維化掃描或Fibrosis-4 (FIB-4)證實等
同METAVIR system 纖維化大於或等於F3 之定
義為： 

Ⅰ . 肝 臟 纖 維 化 掃 描 transient elastography 

(Fibroscan) ≧ 9.5Kpa 或 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 elastography (ARFI)≧1.81。 

Ⅱ .Fibrosis-4 (FIB-4) ≧ 3.25 ， 計 算 公 式 為
[Age(years) × AST(U/L)] /[Platelet count(109/L) 

× √ALT(U/L)]。 
3.給付療程如下，醫師每次開藥以4 週為限。服藥後
需定期監測病毒量，使用4週後病毒量未能下降超
過二個對數值(即下降未達100 倍)者，應停止治療，
給付不超過6 週。 

(1)基因型1a 型且無肝硬化者，需合併ribavirin 治
療，給付12 週。 

(2)基因型 1a 型且具代償性肝硬化 (Child-Pugh 

score A)者，需合併ribavirin治療，給付24 週。 

(3)基因型1b 型且無肝硬化者或具代償性肝硬化
(Child-Pugh score A)者，給付12 週。 

4.限未曾申請給付其他同類全口服直接抗病毒藥物
(direct-acting anti-viral,DAAs)，且不得併用其他
DAAs。 

10.8.其他 Miscellaneous 

10.8.1.Teicoplanin 及vancomycin：（88/3/1） 

1.對其他抗生素有抗藥性之革蘭氏陽性菌感染。 

2.病患對其他抗生素有嚴重過敏反應之革蘭氏陽性
菌感染。 

3.治療抗生素引起之腸炎(antibiotics-associated 

colitis)，經使用metronidazole 無效者始可使用口
服vancomycin。 

4.vancomycin 10 gm(溶液用粉劑)限骨髓移植病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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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其他經感染症專科醫師認定需使用者。 

10.8.2.Fluoroquinolone 類：（96/9/1、97/9/1） 

限使用於下列疾病，若使用於結核病不予給付。
(96/9/1) 

10.8.2.1.Moxifloxacin (如Avelox)：(91/2/1、92/11/1、
94/3/1、97/9/1、105/8/1)限用於成人(18 歲以上)

之下列感染症： 

1.慢性支氣管炎的急性惡化、社區性肺炎、複雜性腹
腔內感染。 

2.急性鼻竇炎或複雜性皮膚和軟組織感染，因抗藥性
細菌感染及病情需要，經感染科醫師會診確認需
要使用者。 

10.8.2.2.Gemifloxacin (如Factive)：(96/6/1、97/9/1) 

限用於成人(18 歲以上)之慢性支氣管炎的急性惡化、
社區性肺炎。 

10.8.2.3.Levofloxacin（如Cravit）（97/9/1） 

限用於成人(18 歲以上)之慢性支氣管炎的急性惡化、
社區性肺炎、複雜性泌尿道感染。 

10.8.3.Linezolid (如Zyvox Injection 及 Tablets)：
(91/4/1、100/7/1、105/2/1) 

1.限下列條件之一使用： 

(1)證實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感染，且證明為vancomycin 抗藥菌株或
使用vancomycin、 teicoplanin 治療失敗者或對
vancomycin、teicoplanin 治療無法耐受者。 

(2)確定或高度懷疑為MRSA 肺炎（痰液培養出
MRSA，伴隨全身發炎反應，且CXR出現新的浸
潤或痰液性狀改變或氧氣需求增加），並符合下
列危險因子之一：(105/2/1) 

Ⅰ.65 歲以上。 
Ⅱ.BMI≧30。 
Ⅲ.急性腎衰竭、腎功能不穩定時。 

(3)證實為VRE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感
染，且無其他藥物可供選擇者 

(4)其他抗藥性革蘭氏陽性球菌感染，因病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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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需要使用者。 

2.骨髓炎(osteomyelitis)及心內膜炎(endocarditis)病
患不建議使用。 

3.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紀錄或相關之病歷資料。 

10.8.4.Telithromycin (如Ketek)：(93/10/1) 

限用於成人(18 歲以上)之慢性支氣管炎的急性惡化
或輕度至中度社區性肺炎。 

10.8.5.Tigecycline（如Tygacil）：(95/12/1、100/7/1) 

1.限下列條件之一使用： 

(1)經細菌培養證實有意義之致病菌且對其他抗微
生物製劑均具抗藥性或對其他具有感受性抗微
生物製劑過敏，而對 tigecycline 具有感受性
(sensitivity)之複雜性皮膚及皮膚結構感染或複
雜性腹腔內感染症使用。 

(2)其他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認定需使用之下列
感染症：複雜性皮膚及皮膚結構感染、複雜性腹
腔內感染、社區感染性肺炎。(100/7/1) 

2.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紀錄或相關之病歷資料。 

10.8.6 Colistin 可用於靜脈注射劑(97/9/1、98/9/1、
99/2/1)限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定使用於一般抗
生素無效，且具多重抗藥性之革蘭氏陰性菌之嚴重感
染。 

10.8.7.Daptomycin 注射劑：(98/1/1) 

1.證實為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複雜皮膚和皮膚組織感染，且證明為
vancomycin 抗藥菌株或使用vancomycin、
teicoplanin治療失敗者或對vancomycin、teicoplanin 

治療無法耐受者。 

2.其他抗藥性革蘭氏陽性菌引起的複雜皮膚和皮膚
組織感染或MRSA 菌血症(含右側感染性心內膜
炎)，因病情需要經感染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需要
使用者(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及相關之病歷資
料) 

10.8.8. Fidaxomicin(如Dificid)：(103/9/1) 

1.限用於經第一線藥物metronidazole 及vancomycin 

治療無效或復發，且細菌培養或毒素分析(to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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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y)報告證實為困難梭狀桿菌相關腹瀉
(C.difficile-associateddiarrhoea, CDAD)，並經感染
症專科醫師會診，確認有感染症需使用者 

2.申報費用時需檢附會診紀錄及相關之病歷資料。 

10.9.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藥品使用規定(106/2/4) 

1.限在台灣地區確診且服藥兩年以上之病患使用。 

2.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最新版「抗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藥品處方使用規範」之建議辦理。 

第11 節解毒劑 Antidotes in 

poisoning 

11.1.一般解毒劑 General antidotes 

11.1.1.Carbomix 限藥物中毒急救使用。 

11.2.特定解毒劑 Specific antidotes 

11.2.1.Flumazenil (如Anexate inj )限使用於： 

1.全身麻醉病例 

2.Benzodiazepine 類藥物中毒之鑑別診斷與治療病
例。 

11.2.2.Edrophonium chloride（如Enlon）：限使用於手
術麻醉病例，作為神經肌肉阻斷劑之拮抗劑。 

11.2.3.Mesna（如Uromitexan inj）：限癌症或骨髓移
植病例使用大量Endoxan；Ifosphamide 類藥物時使
用。 

11.2.4.Trientine dihydrochloride (104/1/1） 

1.使用於經d-penicillamine 治療耐受不佳之威爾森氏患
者。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第12 節耳鼻喉科製劑 ENT and 

dental preparations 

12.1.Beclomethasone cap. for spray ( 如 Salcoat)

（8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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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因口腔放射線治療或化學治療產生大面積口腔潰爛
之病人使用。 

12.2.Sod. monofluorophosphate, sod. fluoride gel (如
Fluocaril gel)： 

限住院治療及門診追蹤複查之口腔癌病例，以及放射
治療之鼻咽癌或骨髓移植病例使用。 

12.3.Ofloxacin (如Tarivid Otic Solution)：(88/8/1) 

1.有耳膜穿孔之急慢性中耳炎病患，每次處方以一瓶
(十日)為原則。 

2.耳部感染症如外耳炎等，若經使用第一線抗微生物
製劑無效，且有病歷詳細記載者方得使用。 

12.4.Ciprofloxacin +hydrocortisone ( 如 Siproxan Otic 

Drops)(97/4/1) 

1.耳部感染症如外耳炎等，若經使用第一線抗微生物
製劑無效，且有病歷詳細記載者方得使用 

2.每次處方以一瓶為原則。 

 

第13 節皮膚科製劑 Dermatological 

preparations 

13.1.(刪除)(104/6/1) 

13.2.Cadexomer iodine（如Iodosorb powder）：（87/4/1） 

限慢性腿部潰瘍病例及慢性感染性潰瘍傷口使用，每
日用量超過一包時，需檢附傷口照片以利審查。 

13.3.Calcipotriol 外用製劑：（87/4/1、89/2/1、94/3/1、
94/5/1、99/12/1） 

13.3.1.Calcipotriol 外用單方製劑（87/4/1、89/2/1、
94/3/1、99/12/1） 

限確經診斷為尋常性牛皮癬（psoriasis）之病例使用，
使用量以每星期不高於30gm 或30mL 為原則，若因
病情需要使用量需超過每星期 30gm 或30mL 者，
應於病歷詳細紀錄理由。 

13.3.2.含calcipotriol 及類固醇之外用複方製劑（如
Daivobet）（94/5/1、99/12/1）1.限確經診斷為尋常
性牛皮癬（psoriasis）之病例使用，使用量以每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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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於30gm 為原則，若因病情需要使用量需超過每
星期30gm 者，應於病歷詳細紀錄理由。 

2.同一部位之療程不得超過4 週。 

13.3.3 與tazarotene 併用，兩者合計總量每星期不超
過30gm 或30mL，若因病情需要兩者合併使用量需
超過每星期30gm 者，應於病歷詳細紀錄理由。
(99/12/1) 

13.4.Isotretinoin 口服製劑 (如Roaccutane)：（86/9/1、
87/4/1、94/3/1） 

1.限皮膚科專科醫師使用。 

2.需檢附病人之服藥同意書 (詳附表十)，以及經傳
統治療無效之病歷資料或治療前之照片，經事前
審查核准後使用。 

3.每次申請以一療程為限，若需再次療程，請檢附原
來照片與最近照片再次申請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每一療程最高總劑量為100 mg –120 mg/kg，於
四至六個月完成)。 

13.5.Acitretin（如Neotigason）：(87/11/1) 

申報費用時需檢具病患同意書 (附表十一)，並檢送含
確定診斷之詳細病歷資料，俾利審查。 

13.6.Methoxsalen 製劑：(87/11/1) 

限皮膚科專科醫師使用於PUVA 治療 (配合紫外線
照射)，申報費用時需檢送含確定診斷之詳細病歷資料，
俾利審查。 

13.7.Doxepin HCl cream (如Ichderm)：(88/6/1) 

限成人使用，每次處方不超過七天。 

13.8.Tazarotene 外用製劑：(91/4/1、99/12/1、101/2/1) 

1.限乾癬之病例使用。 

2.使用量以每星期不高於30gm 為原則。若因病情需
要，使用量需超過每星期30gm者，應於病歷詳細
記載理由。(99/12/1) 

3.與calcitriol (或calcipotriol)併用，兩者合計總量每星
期不超過30gm 或30mL，若因病情需要兩者合併
使用量需超過每星期30gm 者，應於病歷詳細記載
理由。(99/12/1) 

13.9.Calcitriol (如Silkis ointment)：(92/11/1、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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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2/1) 

1.限用於小於35%體表面積之輕度至中重度乾癬之
病例，使用量以每星期不高於30gm 為原則，若因
病情需要使用量需超過每星期30gm 者，應於病歷
詳細記錄理由。其面積計算:依照rule of nines 計算
法。（同13.10 備註1） 

2.與tazarotene 併用，兩者合計總量每星期不超過
30gm 或30mL，若因病情需要兩者合併使用量需
超過每星期30gm 者，應於病歷詳細記錄理由。
(99/12/1) 

13.10.Tacrolimus (如Protopic Ointment )： (91/12/1、
93/8/1、95/7/1、99/12/1)限二歲以上孩童、青少年及
成人因為潛在危險而不宜使用其他傳統治療、或對其
他傳統治療反應不充分、或無法耐受其他傳統治療且
患部面積>30%之中、重度異位性皮膚炎之下列病患第
二線使用：（95/7/1） 

1.成人患部面積30%~50%，每星期不超過30gm；患
部面積>50%，每星期不超過60gm。(99/12/1) 

2.孩童患部面積30%~50%，每兩星期不超過30gm；
患部面積>50%，每星期不超過30gm。(99/12/1) 

3.面積計算：成人依照 rule of nines(詳備註1)，由部
位乘予大約比例之總和，兒童依比例 (備註2，
Barkin 公式) 修訂。 

4.使用一個月後，症狀若無改善，應改用其他藥物治
療。 

5.以三個月為一個療程，作間歇性長期治療者，若需
繼續治療，每月限使用30 公克。（93/8 /1） 

6.不可合併紫外線治療。（93/8 /1） 

7.與pimcrolimus 併用時 (99/12/1)： 

(1)成人：患部面積30%~50%，每星期兩者合併用
量不超過30gm；患部面積>50%，兩者每星期合
併用量不超過60gm。 

(2)孩童：患部面積30%~50%，每兩星期兩者合併
用量不超過30gm；患部面積>50%，每星期兩者
合併用量不超過30gm。 

(3)若因病情需要兩者合併使用量需超過限制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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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病歷詳細記錄理由。 

備註1：Rule of nines 計算法：頭頸9%，兩上肢18%，
軀幹18%，背18%，兩下肢36%，陰部1%。 

備註2：兒童患部面積計算如附表十七 (From Roger 

M. Barkin) 

13.11.Pimecrolimus (Elidel 1% )：(92/11/1、93/8/1、94/3/1、
95/7/1、99/12/1) 

限二歲以上孩童、青少年及成人且患部面積>30%之
中、重度異位性皮膚炎之下列病患第二線使用：(94/3/1、
95/7/1) 

1.成人患部面積30%~50%，每星期不超過30gm；患
部面積>50%，每星期不超過60gm。 (94/3/1、
99/12/1) 

2.孩童患部面積30%~50%，每兩星期不超過30gm；
患部面積>50%，每星期不超過30gm。(99/12/1) 

3.面積計算：成人依照 rule of nines(詳13.10 之備註
1)，由部位乘予大約比例之總和，兒童依比例(詳
13.10 之備註2，Barkin 公式)修訂。(94/3/1) 

4.使用一個月後，症狀若無改善，應改用其他藥物治
療。 

5.以三個月為一個療程，作間歇性長期治療者，若需
繼續治療，每月限使用30 公克。（93/8/1） 

6.不可合併紫外線治療。（93/8/1） 

7.與tacrolimus 併用時(99/12/1)： 

(1)成人：患部面積30%~50%，每星期兩者合併用
量不超過30gm；患部面積>50%，兩者每星期合
併用量不超過60gm。 

(2)孩童：患部面積30%~50%，每兩星期兩者合併
用量不超過30gm；患部面積>50%，每星期兩者
合併用量不超過30gm。 

(3)若因病情需要兩者合併使用量需超過限制者，應
於病歷詳細記錄理由。 

13.12.Amorolfine (如Amocoat)：(99/4/1) 

1.限用於皮真菌、酵母菌及黴菌引起之甲癬。 

2.每年限使用一瓶5mL。 

3.許可證類別若變更為指示用藥，將不予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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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Podophyllotoxin (如Wart Del Cream)：(102/9/1) 

1.限皮膚、泌尿、婦產專科醫師或經病理診斷確認，
使用於生殖器疣 (包括外生殖器及肛門附近)之治
療。 

2.每次限給付乙支(5gm)，一個月內不得重複處方，
每次療程間應相隔至少3 個月，治療期間不得與
其它冷凍、電燒、雷射治療合併申報。 

3.若病灶侵犯生殖器部位超過50%，每療程處方之總
劑量以10gm 為上限，並且需於病歷上詳載，併得
合併申報冷凍、電燒或雷射治療。 

13.14.Ingenol (如Picato) ：(105/11/1) 

限用於治療局部性、非過度角化 (non-hyperkeratotic)、
非肥厚型(non-hypertrophic)光化性角化症 

1.限用於局部性治療25cm2 的連續治療面積內，4 

個(含)以上病灶數量。 

2.須經皮膚科醫師診斷為光化性角化症，並附照片備
查。 

3.療程: 

(1)150 微克/克(0.015%)用於臉部或頭皮，每天一次、
連續塗抹3 天，每部位每一次療程限處方3 支； 

500 微克/克(0.05%)用於身軀或四肢，每天一次，
連續塗抹2 天，每部位每一次療程限處方2 支。 

(2)若未達完全清除、或病灶復發或出現新病灶，須
進行第二次療程，須距第一次療程八週以上，一
年內以兩療程為限。 

(3)於局部治療範圍處，八週內不得同時併用其他光
化性角化症治療，如冷凍治療、雷射、電燒等。 

 

第14 節眼科製劑 Ophthalmic 

preparations 

14.1.高眼壓及青光眼眼用製劑 (101/12/1、102/8/1、
104/4/1、106/2/1) 

本類藥物療程劑量如下：(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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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次使用包裝(規格量≧2.5mL)，單眼每四週處方
為一瓶，雙眼得每二週或三週處方一瓶。(101/12/1、
102/8/1、104/4/1) 

2.單次使用包裝(不含防腐劑)，單眼或雙眼每4 週限
處方支數如下(106/2/1): 

Ⅰ.每日使用1 次者，限30 支(含)以下。 

Ⅱ.每日使用2 次者，限60 支(含)以下。 

Ⅲ.每日使用3 次者，限90(含)支以下。 

Ⅳ.每日使用4 次者，限120(含)支以下。 
14.1.1.單方製劑(90/10/1、101/12/1、104/4/1、106/2/1): 

1.β-交感神經阻斷劑(β-blockers ) 

2.碳酸酐酶抑制劑(Carbonic anhydrase inhibitor) : 

限對β-blockers 有禁忌、不適或使用效果不佳之病患
使用。 

3.前列腺素衍生物類：(Prostaglandin analogues)：
(93/2/1、101/12/1) 

(1)限對β-blockers 使用效果不佳或不適用之病患使
用。宜先以單獨使用為原則。 

(2)療效仍不足時，得併用其他降眼壓用藥(含複方製
劑)。 

14.1.2.複方製劑：(92/2/1、101/12/1、104/4/1、106/2/1) 

限經單一降眼壓藥物治療後，眼壓仍控制不良之患者
第二線 (含 )以上用藥。 (91/12/1、97/8/1、97/9/1、
101/12/1) 

14.2.Acyclovir 眼用製劑：限下列病例使用 

1.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三叉神經第一分枝V1 

皮節，可能危及眼角膜者。 

2.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所引起之角膜炎或角膜潰瘍
者。 

3.急性視網膜壞死症 (acute retina necrosis)。 

4.本品不宜與口服、外用或注射製劑合併使用。 

14.3.Maxitrol oph oint；pimafucin oint：門診處方限一
支。 

14.4.Quinolone 類眼用製劑：（87/4/1、90/12/1、93/2/1、
94/7/1） 

14.4.1.Ofloxacin, norfloxacin, ciprofloxa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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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xifloxacin, levofloxacin 

眼用製劑：（87/4/1、93/2/1、94/7/1、96/5/1） 

1.限用於角膜潰瘍或嚴重角膜炎病例。 

2.其餘眼科疾患，則列為第二線用藥，申報費用時需
檢附細菌敏感試驗報告。 

14.4.2.Lomefloxacin (Okacin)：(90/12/1、93/2/1） 

1.對lomefloxacin hydrochloride 易感性細菌所造成
之結膜炎、眼瞼炎等之第二線用藥。 

2.申報費用時需檢附細菌敏感試驗報告。 

14.5.人工淚液：（87/7/1、93/2/1） 

1.乾眼症病患經淚液分泌機能檢查(basal Schirmer 

test)至少單眼淚液分泌少於5 mm 者。 

2.因乾眼症導致角膜病變、暴露性角膜病變或其它相
關之角膜病變必須時之使用 

14.6.(刪除)(101/12/1) 

14.7.(刪除)(101/12/1) 

14.8.Ketorolac tromethamine （ 如 Acular Ophthalmic 

Solution）：(89/11/1) 

限白內障手術後之眼部發炎使用。 

14.9.其他 Miscellaneous 

14.9.1.(刪除) (95/6/1、104/5/1) 

14.9.2.新生血管抑制劑  (Anti-angiogenic agents) : 

Verteporfin ( 如 Visudyne) 及 Anti-VEGF 如
ranibizumab (Lucentis)、aflibercept (Eylea) (100/1/1、
101/5/1、102/2/1、103/8/1、104/5/1、105/2/1、105/7/1、
105/11/1、105/12/1)(附表二十九) 

本類藥品使用須符合下列條件: 

1.未曾申請給付本類藥品者。 

2.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1)第一次申請時需檢附一個月內之病眼最佳矯正
視力(介於0.05~0.5(含)之間)、眼底彩色照片、
FAG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 OCT 

(opticalcoherence tomography)、及相關病歷紀錄
資料。 

(2)經評估需續用者，再次申請時需檢附第一次申請
資料及再次申請前一個月內有改善證明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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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3.限眼科專科醫師施行。 

4.已產生中央窩下(subfoveal)結痂者不得申請使用。 

5.依疾病別另規定如下： 

(1)50 歲以上血管新生型(濕性)年齡相關性黃斑部
退化病變(wAMD)：(101/5/1、105/12/1) 

Ⅰ.限ranibizumab 及aflibercept 擇一申請。 

Ⅱ.第一次申請時以3 支為限，每眼給付以7 支為
限，須於第一次申請核准後5 年內使用完畢。
(105/12/1) 

Ⅲ.若有需要排除多足型脈絡膜血管病變型黃斑
部病變（polypoidalchoroidal vasculopathy, PCV）
之 疑 慮 時 ， 須 執 行 並 於 申 請 時 檢 附
ICG(indocyanone green angiography)。 

Ⅳ.必須排除下列情況： 
i.血管新生型wAMD 進展至視網膜下纖維化或

advanced geographic atrophy者反應不佳。 

ii.經確認為多足型脈絡膜血管病變型黃斑部病
變(PCV) (註：aflibercept適用於PCV 部分請依
5.(3)辦理)。 

iii.高度近視，類血管狀破裂症(angioid streaks)，
或其他非wAMD 所造成視網膜中央窩（fovea）
下 之 脈 絡 膜 新 生 血 管
（ Choroidalneovascularization ； CNV ）
(101/5/1)。 

(2)糖尿病引起黃斑部水腫 (diabetic macular edema, 

DME)之病變：(102/2/1、103/8/1、105/2/1、105/11/1、
105/12/1) 

Ⅰ.限ranibizumab 及aflibercept 擇一申請。 

Ⅱ.中央視網膜厚度(central retinal thickness,CRT)

≧ 300μm。 

Ⅲ.近三個月內之糖化血色素 (HbA1c)數值低於
10%，並於每次申請時檢附近三個月內之檢查
結果。 

Ⅳ.第一次申請以5 支為限，每眼給付以8 支為限，
須於第一次申請核准後 5年內使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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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1、105/12/1) 

Ⅴ.再次申請時，需檢附與第一次申請項目相同之
各項最近檢查紀錄外，並檢送使用後有改善證
明之相關資料。(105/2/1、105/12/1) 
Ⅵ.血管新生型AMD 進展至視網膜下纖維化或

advanced geographic atrophy者反應不佳或因其
他因素(如玻璃體牽引)所造成之黃斑部水腫不
得申請使用。 

(3)多足型脈絡膜血管病變型黃斑部病變(PCV)之
用藥：(104/5/1、105/11/1、105/12/1) 

Ⅰ.限verteporfin 及aflibercept 擇一申請。 

Ⅱ .Verteporfin 病灶限位於大血管弓內 major 

vessels archade)。 

Ⅲ.Verteporfin 每次申請給付1支，每次治療間隔
至少3個月，每人每眼給付以3次為上限；
aflibercept 第一次申請時以3支為限，每眼給付
以7支為限。須於第一次申請核准後5 年內使用
完畢。 

Ⅳ.每次申請時需另檢附一個月內有效之ICGA 

照片、治療紀錄及病歷等資料。 
(4)中央視網膜靜脈阻塞(CRVO)續發黃斑部水腫所
導致的視力損害：(105/7/1、105/11/1、105/12/1) 

Ⅰ.限ranibizumab 及aflibercept 擇一申請，且未曾
申請給付dexamethasone眼後段植入劑者。 

Ⅱ.限18 歲以上患者。 

Ⅲ.中央視網膜厚度(central retinal thickness, CRT)

≧ 300μm。 

Ⅳ.第一次申請時以3 支為限，每眼最多給付7 支，
須於第一次申請核准後 5年內使用完畢。
(105/12/1) 

(5)病理性近視續發的脈絡膜血管新生所導致的視
力損害：限ranibizumab(105/7/1、105/12/1) 

Ⅰ.限超過600 度近視。 
Ⅱ.眼軸長大於26mm。 
Ⅲ.因CNV 病變而導致動態滲漏或中央視網膜內
或視網膜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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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申請以一次為限，每眼最多給付3 支，申請核
准後有效期限為5 年。 

Ⅴ.有下列情況者不得申請使用： 
i.有中風病史。 

ii.三個月內曾使用過類固醇眼內治療者。 

14.9.3.Cyclosporine 眼用製劑 (如Restasis) (100/08/1、
103/4/1、105/5/1) (附表二十七) 

限乾眼症嚴重程度為Level 3 以上且符合下列各項條
件之病患使用：(103/4/1、105/5/1) 

1.淚液分泌測試（Schirmer’s test without anesthesia）
少於5mm/5min，需附檢查試紙。(103/4/1、105/5/1) 

2.淚膜崩裂時間（Tear Film Break-Up Time）小於或
等於5 秒。(103/4/1、105/5/1) 

3.送審時需檢附彩色外眼照片及螢光染色之照片(顯
示有嚴重角膜點狀上皮缺損，結膜充血染色且有
絲狀角膜炎，角膜潰瘍，或眼瞼結膜粘連，角膜
結膜角質化之情形)。 

4.曾使用局部抗發炎藥物或淚點塞或人工淚液未見
改善。(105/5/1) 

5.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六個月審查一次。病人
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方能續用：(105/5/1) 

(1)主述症狀改善：乾澀、畏光或產生眼睛分泌物。 

(2)合併以下任一條件改善： 

Ⅰ淚液分泌測試。 
Ⅱ淚膜崩裂時間。 
Ⅲ角膜病變-螢光染色照片。 
Ⅳ結膜充血或結膜染色-症狀改善。 

14.9.4.Dexamethasone intravitreal implant (如
Ozurdex)(104/05/1、105/8/1) 

1.用於非感染性眼後房葡萄膜炎病人，需符合下列條
件： 

(1)限地區醫院以上層級 (含 )之眼科專科醫師施
行。 

(2)需排除因感染性引起之眼後房葡萄膜炎如肺結
核、梅毒、弓漿蟲等之感染。 

(3)矯正後視力介於0.05 和0.5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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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符合下列治療方式之一： 

Ⅰ.葡萄膜炎之患者以口服類固醇控制病情，反應
不良或仍有發炎與黃斑部水腫者，需輔以
cyclosporin 或其他全身性免疫抑制劑，經前述
治療眼睛發炎仍無法控制者。 

Ⅱ.無法口服全身性藥物(類固醇或cyclosporin)控制
者： 

i.懷孕或正在授乳的婦女。 

ii.罹患活動性的感染症的病患。 

iii.身上帶有人工關節者，罹患或先前曾罹患過
嚴重的敗血症(sepsis)者。 

iv.惡性腫瘤或具有癌症前兆(pre-malignancy)的病
患。 

v.免疫功能不全者(Immunodeficiency)。 

vi.曾因其他疾病服用上述口服全身性藥物，有
嚴重併發症或後遺症者。 

(5)每眼限給付1支。 

(6)給付後六個月內不得使用cyclosporin 藥品。 

(7)需事前審查，並檢附病歷摘要及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之診斷依據。 

Ⅰ.一個月內有效之OCT 顯示中央視網膜厚度
(central retinal thickness,CRT)≧300μm。 

Ⅱ.一個月內有效之FAG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看到血管明顯滲漏現象或黃斑部囊狀水腫。 
2.用於中央視網膜靜脈阻塞(CRVO)導致黃斑部水腫，
需符合下列條件：(105/8/1) 

(1)未曾申請給付新生血管抑制劑 (anti-angiogenic 

agents)者。 

(2)限眼科專科醫師施行。 

(3)病眼最佳矯正視力介於0.05~0.5(含)之間。 

(4)限18 歲以上患者。 

(5)中央視網膜厚度(central retinal thickness, CRT)

≧300μm。 

(6)已產生中央窩下(subfoveal)結痂者不得申請使
用。 

(7)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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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第一次申請時需檢附一個月內之最佳矯正視
力、眼底彩色照片、FAG(fluorescein angiography)、
OCT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及相關病歷
紀錄資料。 

Ⅱ.經評估需續用者，再次申請時需檢附第一次申請
資料及再次申請前一個月內有改善證明之相關
資料。 

Ⅲ.第一次申請以2 支為限，每眼最多給付4 支，
申請核准後有效期限為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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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用藥分級 

本處方集對所列藥品之孕婦使用安全性問題盡量搜
集資料，提供開立處方時參考。除依FDA分級標準外，
對於安全性尚未建立或未評估，需謹慎使用或不建議使
用之藥物另以”未分類”表示。 

美國 FDA對孕婦用藥之安全性區分為下列五大類
(即每一藥品說明中的risk factor)。 

A: Adequate and well-controlled studies have failed to 

demonstrate a risk to the fetus in the first trimester of 

pregnancy (and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risk in later 

trimesters). 

(依據有對照組的試驗顯示，並無危險性) 

B: Animal reproduction studies have failed to 

demonstrate a risk to the fetus and there are no 

adquate and well controlled studies in pregnant 

women. 

(人體試驗顯示無危險性)  

C: Animal reproduction studies have shown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fetus and there are no adquate and well 

controlled studies in humans, but potential benefits 

may warrant use of the drug in pregnant women 

despite potential risks. 

(無法排除危險性) 

 

D: There is positive evidence of human fetal risk based 

on adverse reaction data from inveatigational or 

marketing experience or studies in humans, but 

potential benefits may warrant use of the drug in 

pregnant women despite potential risks. 

(證據顯示具有危險性) 

 

X: Studies in animals or humans have demon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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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tal abnormalities and/or there is positive evidence 

of human fetal risk based on adverse reaction data 

from investigational or marketing experience, and 

the risk involved in use of the drug in pregnant 

women clearly outweight potential benefits. 

(孕婦禁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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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民生醫院不可磨粉藥品表 

代碼 商品名 成份名 不宜磨粉原因 其他可供参考藥品或處理方式 

OACEO 
Aceo Retard  

90mg/Cap 
Acemetacin 90mg 持續釋放劑型 

選擇其他 NSAIDs 藥品(如 Melicam 15 mg or 

Melocam 7.5 mg or  Voren-K 25 mg)；可打開膠
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OADAL 
Adalat OROS 30 

mg/Tab 
Nifedipine 33mg 持續釋放劑型 Norvasc 5 mg；不可剝半或嚼碎 

OANSU Ansures ER 500 

mg/Tab 
Metformin HCL  500mg 持續釋放劑型 Anformin 850 mg；不可剝半 

OASPIR 
Aspirin Protect 100 

mg/Tab 
Acetylsalicylic Acid 100 mg 腸溶膜衣錠 

Clopidogrel 75mg or Licodin 100 mg ；不可剝半或

嚼碎 

OATAN Atanaal 5 mg/Cap Nifedipine 5 mg 軟膠囊 刺破或加水溶解 

OAUGM 
Augmentin 375 

mg/Tab 

Amoxycillin 

250mg/Clavulanate 125mg 
易潮解 Augmentin Syrup；可剝半 

OBISA Bisadyl 5 mg/Tab Bisacodyl 5 mg 腸溶錠 
Through 20 mg, Bisacodyl 10 mg/supp；不可剝半或
嚼碎 

OBROE Broen-C E.F.C. 
Bromelain  20000 U 

(UNIT)/L-cysteine 20mg 
腸溶膜衣錠 無；不可剝半或嚼碎 

OCAR Cardizem Retard 90 Diltiazem HCL 90 mg 持續釋放劑型 Diltisser or Herbesser 30 mg；不可剝半或嚼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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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Tab 

OCOXI 
Coxine SR 40 

mg/Tab 

Isosorbide-5-Mononitrate 40 

mg 
持續釋放劑型 

其他血管擴張劑(如 Nirandil or Sigmart 5 mg)或降
血壓藥；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ODELC 
Delcopan S.R. 60 

mg/Tab 

Dextromethorphan HBr 60 

mg 
持續釋放劑型 

Benkorine 20 mg or Romicon-A (複方) ；可剝半但
不可嚼碎 

ODEPA 
Depakine Chrono 500 

mg/Tab 
Valproate Sodium 500 mg 

持續釋放劑型 

易潮解 

Depakine Solution 40 ml；可剝半，但不可嚼碎也不
可溶於水中。 

ODP200 Depakine 200mg/Tab Valproate Sodium 200 mg 易潮解 建議服用前再自行磨粉 

ODEST Destone 540 mg/Tab Potassium Citrate 540 mg 易潮解 建議服用前再自行磨粉 

ODETA Detantol R.F.C. 3 

mg/Tab 
Bunazosin HCL 3 mg 持續釋放劑型 

Doxaben 1 mg or Xadosin 2 mg or Hytrin 2 mg；不可

剝半或嚼碎 

ODETR 
Detrusitol SR 4 

mg/Cap 
Tolterodine L-tartrate 4 mg 

持續釋放劑型 

易潮解 
Vesicare 5 mg；不可打開膠囊 

ODEXI Dexilant 60 mg/Cap Dexlansoprazole 60mg 持續釋放劑型 可打開膠囊加入 20 ml 開水混合服用，不可嚼碎 

ODOXAXL 
Doxaben XL 4 

mg/Tab 

Doxazosin Methanesulfonate  

4 mg 
持續釋放劑型 Doxaben 1 mg or Xadosin 2 mg ; 不可剝半或嚼碎 

OETOL 
Etolac XL 500 

mg/Tab 
Etodolac 500mg 持續釋放劑型 

選擇其他 NSAIDs 藥品(如 Melicam 15 mg or 

Melocam 7.5 mg or  Voren-K 25 mg)；不可剝半或
嚼碎 

OEXJA Exjade 125 mg/Tab Deferasirox 125 mg 可溶錠 
加入 100-200 ml 冷開水或果汁完全溶解後服用；不
可整顆吞服或嚼碎 

OFELOP Felopine E.R.F.C. Felodipine 5 mg 持續釋放劑 Norvasc 5 mg；不可剝半或嚼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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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g/Tab 型 

OFLUI 
Fluimucil A 600 

mg/Tab 
Acetylcysteine 600mg 發泡錠 加水溶解 

OFOS 
Fosamax Plus 70 

mg/5600 IU/Tab 
Alendronic acid 70 mg, 

Vitamin D3 140 mcg 

刺激食道黏
膜，易引起口咽

部位潰瘍 

選擇其他骨質疏鬆治療藥物；不可剝半或嚼碎 

OGLIC 
Gliclax S.R. 30 

mg/Tab 
Gliclazide 30 mg 持續釋放劑型 Diclazide 80 mg；不可剝半或嚼碎 

OHARND Harnalidge D 0.2 

mg/Tab 
Tamsulosin HCL 0.2mg 

持續釋放口溶
錠 

Doxaben 1 mg or Xadosin 2 mg or Hytrin 2 mg；可加
水溶解，不可咀嚼 

OHAROC 
Harnalidge OCAS 0.4 

mg/Tab 
Tamsulosin  HCL 0.4mg 持續釋放劑型 

Doxaben 1 mg or Xadosin 2 mg or Hytrin 2 mg；不可
剝半或嚼碎 

OINDA 
Indap S.R. 1.5 

mg/Tab 

Indapamide Hemihydrate 1.5 

mg 
持續釋放劑型 

選擇其他利尿劑(如 Fluitran 2 mg or Aldactin 25 mg 

or Uretropic 40 mg；不可剝半或嚼碎 

OKETO Keto E.M.10 mg/Cap 
Ketorolac Tromethamine 10 

mg 
腸溶微粒膠囊 

選擇其他 NSAIDs 藥品(如 Melicam 15 mg or 

Melocam 7.5 mg or  Voren-K 25 mg)；可打開膠
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OKLARXL 
Klaricid XL 500 

mg/Tab 
Clarithromycin 500 mg 持續釋放劑型 Erythromycin 250 mg；不可剝半或嚼碎 

OKOTA 
Kotang XR 500 

mg/Tab 
Metformin HCL  500 mg 持續釋放劑型 Anformin 850 mg；不可剝半或嚼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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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CO 
Lacoxa SR 400 

mg/Tab 
Etodolac 400 mg 持續釋放劑型 

選擇其他 NSAIDs 藥品(如 Melicam 15 mg or 

Melocam 7.5 mg or Voren-K 25 mg)；不可剝半或嚼
碎 

OLAFU 
Lafuzo XL 10 

mg/Tab 
Alfuzosin HCL 10 mg 持續釋放劑型 

Doxaben 1 mg or Xadosin 2 mg or Hytrin 2 mg；不可
剝半或嚼碎 

OLANS 
Lansoprazole 30 

mg/Cap 
Lansoprazole 30mg 腸衣顆粒膠囊 無；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OLESC Lescol XL 80 mg/Tab Fluvastatin 80mg 持續釋放劑型 
Zocor 20 mg or Lipitor 40 mg；不建議剝半，不可嚼

碎 

OLESI 
Lesiton 5 mg/Cap 

Dihydroergotamine 

Methanesulphonate 5 mg 
持續釋放劑型 無；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OLIPA 
Lipanthyl 200 

mg/Cap  
Fenofibrate 200 mg 微粒化膠囊 無；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OLORAP 
Lorapseudo 24H SR 

F.C. 10/240 mg/Tab 

Pseudoephedrine 240 mg, 

Loratadine 10 mg 
持續釋放劑型 

選擇其他抗組織胺藥品(如 Denosin 5 mg or 

Levozine 5 mg or Xyzal 5 mg；不可剝半或嚼碎 

OMUAC 
Muaction 100 

mg/Tab (管 4) 
Tramadol HCL 100 mg 持續釋放劑型 無；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ONATO 
Naton-S.R 750 

mg/Tab 
Naproxen 750 mg 持續釋放劑型 

選擇其他 NSAIDs 藥品(如 Melicam 15 mg or 

Melocam 7.5 mg or  Voren-K 25 mg；不可剝半或嚼
碎 

ONAVE Navelbine 20 mg/Cap Vinorelbine 20 mg 軟膠囊 無；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ONEXI Nexium 40 mg/Tab Esomeprazole 40 mg 腸溶微粒劑型 可加開水溶解 ; 不可剝半或嚼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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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FED 
Nifedipine S.R.F.C. 

30 mg/Tab  
Nifedipine S.R.F.C. 30 mg 持續釋放劑型 Norvasc 5 mg；不可剝半或嚼碎 

ONITR Nitrostat 0.6 mg/Tab Nitroglycerin 0.6mg 舌下錠 無；不可剝半或嚼碎 

OOXBU Oxbu E.R. 5 mg/Tab Oxybutynin Chloride 5 mg 持續釋放劑型 Vesicare 5 mg；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OPANH 
Panho Enteric F.C. 40 

mg/Tab 
Pantoprazole 40 mg 腸溶錠 Nexium 40 mg (加開水溶解)；不可剝半或嚼碎 

OPRAD Pradaxa 110 mg/Cap 
Dabigatran etexilate mesilate 

110mg 
膠囊劑 

Mafarin 5 mg or Xarelto 10 mg or 15 mg；不可打開
膠囊，因增加出血風險 

OPROG Progor 180 mg/Cap  Diltiazem HCL 180 mg 持續釋放劑型 Diltisser or Herbesser 30 mg；不可打開膠囊 

OPROS Proscar 5 mg/Tab Finasteride 5 mg 致畸胎 無；不可剝半 

OROBA Robatrol 200 mg/Cap Ribavirin 200 mg 膠囊劑 無；不可打開膠囊 

OSALAZ 

Salazine 

Enteric-coated 500 

mg/Tab 

Sulfasalazine 500 mg 腸溶錠 無；不可剝半或嚼碎 

OSINCL Sinclote 400 mg/Cap 
Disodium Clodronate 

(Tetrahydrate) 400mg 

刺激食道黏
膜，易引起口咽
部位潰瘍 

無；不可打開膠囊 

OSTAC Stacaine Sulcaine 100 mg, 

Polymagal 100 mg 

含局部麻醉劑 選擇其他胃藥 ; 可剝半 

OSTRO 
Strocain 5/244 

mg/Tab Oxethazaine 5 mg, 
含局部麻醉劑 選擇其他胃藥 ; 可剝半 

21

3 



 

226 

 

Polymigel 244 mg 

OTAKE 
Takepron OD 30 

mg/Tab 
Lansoprazole 30 mg 口溶錠 可加開水溶解 

OTAMS 
Tamso SR 0.2 

mg/Cap 
Tamsulosin HCL 0.2 mg 持續釋放劑型 

Doxaben 1 mg or Xadosin 2 mg or Hytrin 2 mg；不可
打開膠囊 

OTASI Tasigna 200 mg/Cap Nilotinib 200 mg 膠囊劑 
可將膠囊內容物加在一茶匙的蘋果泥中混合服

用。不可嚼碎。 

OTRENF 
Trenfylline S.R.F.C. 

400 mg/Tab 
Pentoxifylline 400 mg 持續釋放劑型 無；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OUCA U-Ca 0.25 mcg/Cap Calcitriol 0.25 mcg 軟膠囊 加水溶解 

OUNIP Uniphyllin 400 

mg/Tab 
Theophylline 400 mg 持續釋放劑型 

Recalm 200/100 mg or Aminophylline 100 mg；可剝
半，但不可嚼碎。 

OVORE 
Voren E.M.C. 50 

mg/Cap 
Diclofenac Sodium 50 mg 腸溶微粒膠囊 

Voren-K 25 mg or 選擇其他 NSAIDs 藥品；可打開
膠囊，但不可嚼碎。 

OZCOU 
Zcough Soft Capsules 

100 mg/Cap 
Benzonatate 100 mg 

軟膠囊，內含油
溶物 

Benkorine 20 mg or Romicon-A  ; 不可剝半，若膠

囊於口中崩解，主成分之釋出會使口腔黏膜產生短
暫之局部麻醉而可能有梗塞感 

ODI 
Dipachro S.R 500 

mg/Tab 
Valproate Sodium 持續釋放劑型 Depakine Solution 40 ml；不可剝半或嚼碎 

OIN3 InVega ER 3 mg/Tab Paliperidone 3 mg 持續釋放劑型 無；不可剝半或嚼碎 

OIN6 Invega ER 6 mg/Tab Paliperidone 6 mg 持續釋放劑型 無；不可剝半或嚼碎 

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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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EQ50 
Seroquel XR 50 

mg/Tab 
Quetiapine Fumarate 50 mg 持續釋放劑型 無；不可剝半或嚼碎 

OSEX200 
SeroQuel XR 200 

mg/Tab 
Quetiapine Fumarate 200 mg 持續釋放劑型 無；不可剝半或嚼碎 

OSEX300 
Seroquel XR 300 

mg/Tab 
Quetiapine Fumarate 300 mg 持續釋放劑型 無；不可剝半或嚼碎 

OSTILCR 
Stilnox CR 6.25 

mg/Tab (管 4) 
Zolpidem Tartrate 6.25 mg 持續釋放劑型 Stilnox 10 mg or Sleepman 10 mg；不可剝半或嚼碎 

OVOL 
Voltaren-SR 100 

mg/Tab 
Diclofenac Sodium 100 mg 持續釋放劑型 

Voren-K 25 mg or 選擇其他 NSAIDs 藥品；不可剝
半或嚼碎 

OWEX 
Wellbutrin XL 150 

mg/Tab 
Bupropion HCL 150 mg 持續釋放劑型 選擇其他抗憂鬱劑；不可剝半或嚼碎 

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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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集內文 
 

Analgesics 

1.1.Narcotic Agonists 

 

CodeineC 

Codeine® Phosphate Injection 15 mg/ml/amp (管 3) 

<ICODE> 

臨床適應症 

Pain;Cough (short-term relief) 

劑量 

Adult→IM,SC 15-30 mg q4-6h as needed. 

max:240mg/day 

Child→Pain: IM,SC 0.5-1 mg/kg q4-6h prn 

     Cough: 1-1.5mg/kg/day q4-6h prn 

不良反應 

Constipation,Nausea,Vomiting,Dizziness,Lightheadedness, 

Sedated, Somnolence,Dyspnea 

警語/注意事項 

1.禁用：顱內壓上升、氣喘、高碳酸症、麻痺性腸阻塞、
呼吸抑制、兒童扁桃腺及腺樣體切除術後止痛、
已知 CYP2D6 快速藥物代謝者及哺乳婦女之患
者 

2.肝腎功能損傷、小兒或老年及正在使用 CNS 抑制劑之
患者須降低劑量 

   

Fentanyl CitrateC/D 

Fentanyl® 0.05mg/ml, 2ml/amp(管 2) <IFENT> 

Fentanyl Transdermal® Patch 25 μg/hr (管 2) <EFEN> 

Durogesic D-TRANS® Transdermal Patch 

12mcg/h<EDUR> 

臨床適應症 

麻醉性鎮痛劑 



 

229 

 

劑量 

手術前用藥: IM 手術前 30-60 分鐘 50-100 mcg 

局部麻醉之輔助劑 :Slow IV(超過 1-2 分鐘 ) or IM 

50-100mcg  

全身麻醉之輔助劑: IV2 - 50 mcg/kg 

術後疼痛: IV/IM 必要時每 1-2 小時 50-100 mcg   

成人經皮：依個人需要調整並定期重新評估經皮吸收之
fentanyl 劑量。未服用阿片類患者，起始貼片劑量以 12

或 25mcg/hr,Q3D 為單位調整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便祕/呼吸抑制/口乾/低血壓/心跳過慢/肌肉 

僵硬 

警語/注意事項 

1.肺臟疾病、腦瘤患者、發燒或外在加熱患者、老年人
及肝腎功能不全者慎用 

2. 本品不建議用於急性、短期投與或需要時給予 

3. 貼片應保持完整，不可裁切使用 

4. 血中波峰濃度發生在貼上 Fentanyl的貼片後的 24-72

小時; 隨時可能發生嚴重危及生命呼吸抑制,尤其是
使用貼片的初期以及增加貼片使用劑量後容易發
生。 

   

Morphine HCLC (管 1) 

Morphine® Sulfate 15mg/tab <OMORPH >  

MXL® Capsule 60mg/cap<OMXL> 

Morphine® HCL 10mg/ml/amp  < IMORP > 

臨床適應症  

鎮痛 

劑量 

Adults: 

Pain : IM,IV,SC 5-20 mg Q4h prn. 

myocardial infarction: IM,IV(slowly over 4 to 5 

minutes),SC  8-15 mg. For severe pain, may administer 

additional smaller doses  Q3-4 h 

Labor pain: IM,SC 1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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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 6 months and <50 kg:  
IM, IV (slow IV), or SC; intermittent dosing: 0.1-0.2 mg/kg 

q2-4h prn;  max dose→ Infants: 2 mg/dose; Children 1-6 

years: 4 mg/dose; Children 7-12 years: 8 mg/dose; 

Adolescents: 10 mg/dose. 

Morphine Sulfate 15mg :15 to 30 mg PO Q4H prn 

MXL:成人體重>70 kg: 60mg QD 

成人體重<70 kg: 30mg QD 

滿一歲以上的小孩: 0.4-1.6 mg/kg QD 

不良反應 

呼吸抑制/心律失常/體溫異常/低血壓/顱內壓升高/休克/

便秘/胃腸不適/瞻妄/欣快感/口乾/排尿困難/皮疹 

警語/注意事項 

1.快速靜脈注射容易發生不良反應  

2.心肌梗塞的病患使用 morphine 容易發生嚴重低血壓 

3.肝腎功能損傷、小兒或老年人、正在使用 CNS 抑制劑
之患者須降低劑量 

4.所有的 narcotics 類藥物，建議老年人、甲狀腺機能不
足、嚴重肝腎疾病患者應減低劑量的服用。 

5.膠囊或其內容物必須完整吞服，服用咬破、嚼碎或磨
粉之 morphine 藥顆粒會導致 morphine 的快速釋放
與吸收並可能達到致命劑量。 

6.本品應避免與酒精併用。 

7.本品不建議使用於手術前或手術後 24 小時之內使
用。 

Morphine 可能會降低癲癇患者痙攣發作的閾值。 

發現有麻痺性腸阻塞可能性時，不應該使用本品。 

外觀標記 

Morphine® Sulfate：淡黃色/m/刻痕 
MXL®：棕色硬膠囊、MS OD60 

 

MeperidineC 

Pethidine®, 50mg/ml/amp (管 2) < IPETH > 

臨床適應症 

Anesthesia, Anesthetics adverse reaction - Shivering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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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e to Severe),Premedication 

劑量 

Pain  

Adult : IM/SC  50-100 mg Q3-4H prn ; continuous IV 

infusion:15-35 mg/hr prn; administer slowly 

Child : IM/SC 1.1-1.76mg/kg Q3-4H prn  

           (不得超過成人劑量 max. 100 mg/dose.) 

Premedication for procedure 麻醉前 30-90 分鐘給藥 

Adult :IM/SC 50-150 mg 

Child :IM/SC1-2.2mg (不得超過成人劑量) 

不良反應 

Sweating, nausea, vomiting, dizziness, light headache, 

sedation, respiratory depression,seizure,euphoria, dry 

mouth,  weakness, physical dependence 

警語/注意事項 

1.即使在正常腎功能的成人，不應連續使用超過 48 小時
或每日超過 600mg;Ccr<50 之病患應避免使用 (因其活
性代謝物會累積導致精神異常或 Seizure 發作) 

2.Second line in acute pain ,avoid in chronic pain. 

3.正在服用其他麻醉性止痛藥、全身麻醉、鎮靜安眠、
TCA 或 CNS 抑制劑的病人,應降低 25-50%的劑量 

4.同時併用 MAOI 藥物可能引起 serotonin syndrome   

5.老年人、甲狀腺機能不足、前列腺肥大、嚴重肝腎疾 

病、addison's disease 或心血管疾病患者應減低劑量。 

6.IV 注射易產生血管擴張及低血壓 

 

TramadolC 

Muaction® 100 mg/tab (管 4) < OMUAC> 

臨床適應症 

中度至嚴重性的急慢性疼痛 

劑量 

100-200m/ BID， MAX:400mg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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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shing, Pruritus, GI disorder, Dizziness, Headache, 

Insomnia, Somnolence, Respiratory depression,Seizure 

警語/注意事項 

1. 病患同時服用 MAOI, SSRI/SNRI, TCA 等精神病藥
物會增加癲癇風險 

2.禁用:酒精、安眠藥、鎮痛劑、鴉片類藥物或精神科藥
物急性中毒患者( may worsen CNS and respiratory 

depression)、正在服用或是過去 14 天以內曾服用胃酸
抑制藥物的患者 

外觀標記 

Muaction®:白色圓錠,LP61,刻痕 

Tramadol HCL 37.5 mg + Acetaminophen 325 mg  C 

Ultracet® 37.5/325mg/tab (管 4) < OULTR> 

Traceton® F.C. 37.5/325mg/tab (管 4) < OTRAC> 

臨床適應症 

Pain (acute)  

劑量 

1-2 tabs/q4-6h prn ; max: 8 tabs/day 

不良反應 

Dizziness, headache, somnolence, tremors, diaphoresis, 

rash, constipation, hepatotoxicity 

警語/注意事項 

1. 肝、腎功能不良(Clcr<30mL/min)者應調降劑量；當
acetaminophen 使用超過 4g/day 會出現肝損傷 

2. 禁用：發生酒精、安眠藥、麻醉藥、中樞作用止痛
劑或精神藥物急性中毒之患者。 

3. 病患同時服用 MAOI, SSRI/SNRI, TCA 等精神病藥
物會增加癲癇風險 

外觀標記 

Ultracet®：淡黃色膜衣錠，JANSSEN，T/A 

Traceton®：淡黃色，長圓柱形錠劑，有 YSP186 字樣 

NSAIDs 

健保規範 

1.1.疼痛解除劑 Drugs used for pain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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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非類固醇抗發炎劑外用製劑：(88/9/1、92/2/1、
94/9/1) 

1.外用非類固醇抗發炎軟膏，限不適合口服非類固
醇抗發炎製劑之軟組織風濕症或關節炎病患使
用，每月至多以處方 40gm 為限(94/9/1)。 

2.Flurbiprofen 40mg patch (如 Flur Di Fen Patch)： 

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病患使用：(92/2/1) 

(1)單一關節（部位）或軟組織風濕症。 

(2)不適合口服非類固醇抗發炎製劑者。 

(3)不得同時併用口服或其他外用非類固醇發炎
製劑。 

(4)每月限處方十六片以內。 

1.1.2.非類固醇抗發炎劑 (NSAIDs) 之注射劑：
(88/12/1、97/7/1) 

1.非類固醇抗發炎劑 (NSAIDs) 之注射劑
（ketorolac 成分之注射劑除外）： 

(1)限不能口服，且不能使用肛門栓劑之病患使
用。 

(2)本類藥品不可作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之例行
或長期性使用。 

(3)使用本類藥品，每次不可連續超過五天。 

2.Ketorolac 成分之注射劑：(97/7/1) 

限用於無法口服之病人且為手術後中重度急性
疼痛之短期治療（治療期間為≦5 天），惟禁止
使用於產科止痛。 

1.1.3.Tramadol (87/4/1)限 

1.癌症病例使用。 

2.用於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疼痛期超過六個月）
之病人，需同時符合下述條件：(1)需為服用
NSAIDs仍無法控制疼痛或有嚴重副作用者。(2)

需檢附疼痛評估報告，內容需包括疼痛強度及
疼痛緩解的 VAS 與 VRS (Visual Analogue Scale

和 Verbal Rating Scale)。 

1.1.4.Tramadol HCl＋acetaminophen (如 Ultracet 

Tablets) (93/7/1、95/5/1)限用於中度至嚴重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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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病人，需符合下述條件： 

1.經其他止痛藥、或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NSAIDs）
治療後仍無法控制疼痛或有嚴重副作用者。 

2.非癌症病患使用超過五天時，需檢附疼痛評估報
告，並每隔三個月再評估乙次，內容需包括疼
痛強度及疼痛緩解的 VAS 與 VRS (Visual 

Analogue Scale 和 Verbal Rating Scale)。 

1.1.5.非類固醇抗發炎劑（NSAIDs）藥品（如 celecoxib、
nabumetone、meloxicam、etodolac、nimesulide）
(90/7/1、97/9/1) etoricoxib (96/1/1、99/10/1)、含
naproxen 及 esomeprazole 複方製劑(101/10/1) 

1.本類製劑之使用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99/10/1)： 

(1)年齡大於等於六十歲之骨關節炎病患。 

(2)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髓炎、乾癬性關
節炎等慢性病發炎性關節病變，需長期使用
非類固醇抗發炎劑者。 

(3)合併有急性嚴重創傷、急性中風及急性心血
管事件者 (97/2/1)。 

(4)同時併有腎上腺類固醇之患者。 

(5)曾有消化性潰瘍、上消化道出血或胃穿孔病
史 

(6)同時併有抗擬血劑者。 

(7)肝硬化患者。 

2.使用本類製劑之病患不得預防性併用乙型組織
胺受體阻斷劑、氫離子幫浦阻斷劑及其他消化
性潰瘍用藥，亦不得合併使用前列腺素劑（如
misoprostol） 

3.Nimesulide 限用於急性疼痛緩解，其連續處方不
得超過 15 日(97/9/1)。 

4.含 naproxen 及 esomeprazole 複方製劑不得作為
急性疼痛的初始治療。(101/10/1) 

 

1.2.NS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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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etacin 

 Aceo® Retard 90mg/cap <OACEO> 

臨床適應症 

風濕性關節炎、退化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痛風、
肌肉炎、腱炎、腱鞘炎、滑囊炎 

劑量 

90mg/qd-bid 

不良反應 

Headache, dizziness, drowsiness, somnolence,GI disorder , 

GI bleeding and ulcers  

警語/注意事項 

1.此藥代謝為活性 indomethacin，具長效作用，勿以 tid

或 qid 使用，劑量 180 mg/天勿使用超過 7 天 

2.有胃腸潰瘍、嚴重肝、腎障礙、血液障礙、14 歲以下
及懷孕後期之患者慎用。 

3.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水
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4.有高血壓、心臟病或在大手術前後時，使用本劑應特
別小心，要減少劑量或減短服藥期，並在醫生嚴格監
督下方可使用。 

5.服用本劑期間，癲癇症、帕金森氏病或精神病可能發
病或惡化。 

外觀標記 

Aceo®:米黃色咖啡色膠囊,UC12 

 

Etoricoxib 

 Arcoxia® 60 mg/tab <OARCO> 

臨床適應症 

骨關節炎(OA)與類風濕性關節炎(RA)之表徵與症狀的
急慢性治療、急性痛風性關節炎、治療原發性經痛、治
療僵直性脊椎炎、治療牙科手術後疼痛、治療婦科手術
後疼痛。 

劑量 

30-120mg/ QD(Gout, acute 120 mg QD for up to 8 days), 

MAX:12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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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Headache, peripheral edem, diarrhea, dyspepsia, fatigue, 

insomnia, ALT increased, AST increase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警語/注意事項 

1.不建議使用於嚴重肝腎疾病、急性胃潰瘍、腸胃道出
血之患者。 

2.有缺血性心臟疾病病史之患者須謹慎使用。 

3.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水
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外觀標記 

Arcoxia®:三角形綠色膜衣錠,ARCOXIA 60/200 

 

Aceclofenac 

 Ascofen® F.C. 100 mg/tab <OASCO> 

臨床適應症 

治療退化性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所
引起之疼痛及發炎症狀 

劑量 

100-200mg/day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肝臟酵素值不正常/水腫 

警語/注意事項 

1. 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
水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2. 胃潰瘍等胃腸道疾病、肝腎功能不全者、血液凝集
缺陷者慎用 

3. 服藥後不宜開車及操作危險機械 

4. 長期使用需監測肝、腎功能及血球數 

外觀標記 

Ascofen:白色，圓凸形膜衣錠，STD，777 

 

 

CelecoxibC/D 

Celebrex® 200 mg/cap<OCE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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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Pain, RA,OA, Primary dysmenorrhea 

劑量 

200mg/qd-bid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頭痛/高血壓/皮疹/黑便/呼吸困難 

警語/注意事項 

1. 高血壓、心血管疾病、消化道潰瘍患者慎用 

2. 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
水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3. 對 sulfonamides 過敏、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期間止痛
為使用禁忌 

外觀標記 

Celebrex®:白色藍條硬膠囊;7767;100 

 

Parecoxib 

Dynastat® 40 mg/vial < IDYNA> 

臨床適應症 

短期(不宜超過四天)使用於外科手術後疼痛之緩解 

劑量 

IV, IM 20-40mg/Q12-24h, Max:80mg/day 

Moderate hepatic impairment (Child-Pugh score 7-9): 

initial 20 mg, max. 40 mg/day.  

Severe hepatic impairment (Child-Pugh score ≧ 10): Not 

recommended. 

Renal impairment or dialysis：建議從最低劑量開始 

不良反應 

GI 

disorder/headache/dizziness/somnolence/fever/pharyngitis/ 

abnormal breath sounds/CV event risk 

警語/注意事項 

1. 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
水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2.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期間止痛為使用禁忌 

3. 急性胃潰瘍、腸胃道出血、高血壓或其他心血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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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凝血異常者及重度肝功能不全者慎用 

 

EtodolacC 

Etolac® XL 500mg /tab < OETOL > 

Lacoxa® SR 400mg/tab <OLACO> 

臨床適應症 

RA, OA, Pain  

劑量 

400-1000 mg/qd; MAX 1200 mg/day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頭痛/眩暈/皮疹/水腫/肝指數上升 

警語/注意事項 

1. 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
水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2. 曾患有胃腸或消化性潰瘍或曾因其他 NSAID 藥物
而導致出血的病人慎用。 

3. 不建議使用於嚴重腎病患者。 

4.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期間止痛為使用禁忌 

外觀標記 

Etolac XL ：綠色長圓柱形錠;STD280 

Lacoxa SR：紅色橢圓形錠劑 

 

FlurbiprofenC 

Fluran®  50mg/tab < OFLUR> 

臨床適應症 

OA, RA 

劑量 

100 mg/tid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肝功能指數上升/頭痛/UTI 

警語/注意事項 

1. 消化性潰瘍、血液異常、心肝腎機能障礙者慎用 

2. 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
水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3.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期間止痛為使用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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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標記 

Fluran®: 白色圓型錠劑,AS,688 

 

KetorolacC/D 

Keto® 30mg/ml/amp< IKETO30> 

Keto® E.M.10mg/cap< OKETO> 

臨床適應症 

疼痛之短期療法(不超過五天) 

劑量 

Adult<65years:  

Single dose→ IM 60 mg or IV 30 mg over 15 secs.  

Multiple IM or IV dose→ 30 mg q6h; MAX:120 mg/day.  

Oral→May initiate with 20 mg followed by 10 mg Q4-6H 

as needed, MAX 40 mg/day 

Adult >65years or <50 kg or renal impairment: 1/2 usual 

dose 

Children 2-16 yrs: only single dose.  

IV→ 0.5 mg/kg, max:15 mg  

IM→ 1 mg/kg, max: 30 mg 

不良反應 

水腫/高血壓/皮疹/胃腸不適/頭痛/眩暈/貧血/凝血時間延
長/肝指數上升 

警語/注意事項 

1. Ketorolac 不可用於退燒，且禁止使用於產科相關止
痛。 

2.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水
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3.使用注射劑型之 ketorolac 成分藥品時，需有急救設備
備用，注射後半小時應有人監控病患之安全性。 

4. Ketorolac 使用不應超過 5 天. 

5.預定進行外科手術前請勿服用，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期
間止痛為使用禁忌 

6. Only single dose in pediatric patients.  

 

外觀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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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o E.M.：透明靛色硬膠囊;YSP KECp 

 

KetoprofenC 

Ketoprofen® 75mg/3ml/amp< IKETO75> 

臨床適應症 

消炎、解熱、鎮痛 

劑量 

Adults:每日 1-2 次, 50-100mg/次 IM   

不良反應 

休克、胸悶、噁心、嘔吐、Lyell 症候群(中毒性表皮壞
死症)、注射部位硬結、頭痛、耳鳴、 CNS 抑制或興奮、
視覺障礙、凝血時間延長、肝指數上升、腎損傷 

警語/注意事項 

1. 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
水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2. 血液異常、肝腎障害者、心機能不全者應謹慎使用。 

3. 有過度體溫下降之副作用出現，但幼兒、高齡者及
消耗性疾患患者則伴隨高熱。 

Meloxicam 

Melicam® 15 mg /tab< OMELIC > 

Melocam® 7.5 mg /tab< OMELOC > 

臨床適應症 

Juvenile rheumatoid arthritis, polyarticular - Pauciarticular 

juvenile rheumatoid arthritis, OA, RA 

劑量 

7.5 mg/QD, MAX:15 mg/day 

不良反應 

水腫/胃腸不適/頭痛/眩暈/上呼吸道感染/發燒/出血/貧血
/癢疹/心悸/肝腎功能異常 

警語/注意事項 

1.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水
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2.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期間止痛為使用禁忌 

3.已有報告顯示 NSAIDs 會降低子宮避孕器的效能。 

外觀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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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cam® 15 mg：黃色圓形錠劑，S｜K，302 

Melocam® 7.5 mg：黃綠色扁圓錠,P 剝痕 L,無 

 

NaproxenC 

Naton®-S.R 750mg/tab< ONATO> 

臨床適應症  

急性痛風、消炎止痛、經痛 

劑量 

每日服用一粒; max: dose: 1.5 g/day 

不良反應 

水腫/搔癢/皮疹/頭暈/頭痛/耳毒性/呼吸困難/胃腸不適
/CV events 

警語/注意事項 

1.請整顆吞服不可嚼碎或磨粉 

2.老年人患者應使用較低劑量 

3.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水
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4.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期間止痛為使用禁忌 

外觀標記 

Naton-S.R: 粉橘色長型錠 CR-750,EEP 

 

NabumetoneC 

Labuton® 500mg/tab< OLABU> 

臨床適應症 

OA, RA 

劑量 

PO:1000-2000 mg/day divided 1-2 times 

不良反應 

皮疹/水腫/搔癢/胃腸不適/肝功能指數異常/頭痛/頭暈/耳
鳴/腎病變/血小板減少 

警語/注意事項 

1. 整顆吞服不可嚼碎 

2. 長期服用者需注意腸胃道毒性 

3. 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
水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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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期間止痛為使用禁忌 

外觀標記 

Labuton : 鮮紅紫色，橢圓形，WEIDAR 

 

Mefenamic AcidC/D 

Ponstan® 250 mg/cap < OPONS > 

臨床適應症 

經痛、鎮痛、消炎、解熱 

劑量 

Initial dose 500 mg, followed by 250 mg/q6h 

Dysmenorrhea： beginning at onset of bleeding and 

symptoms, and continued for 2-3 days 

Pain： usually not longer than 1 week 

不良反應 

GI disorder/Edema/Increased liver function test/ CV 

accident/ Acute renal failure/Bronchospasm/Dizziness 

警語/注意事項 

1. 服藥後發生腹瀉或皮疹請暫時停藥 

2. 服用本藥可能會造成尿液檢驗值呈現偽陽性，需做
檢測前請告知醫師 

3. 腸胃道慢性發炎、急性潰瘍出血者、老年人、高血
壓、心血管疾病、肝腎功能不全患者慎用 

外觀標記 

Ponstan:淡藍/淡黃色硬膠囊;PARKE DAVIS 

 

Tiaprofenic Acid 

Sufen® 200 mg/tab <OSUFE > 

臨床適應症 

鎮痛、消炎 

劑量 

每次 200 mg，每天 2-3 次；MAX:600mg/天 

不良反應 

edema,phototoxicity, rash, GI disorder, 

nephrotoxicity,delirium,hepato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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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氣喘、消化道潰瘍病史、肝腎受損者、老人、高血
壓、心肺功能不全及服用抗凝血藥物患者須注意服用 

2.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
性水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外觀標記 

Sufen®:白色圓形錠劑,刻痕 

 

Fenbufen 

Suta® 300 mg/tab < OSUTA > 

臨床適應症 

消炎、止痛 

劑量 

一次 1 粒，一日 2-3 次。 

不良反應 

水腫/發疹/搔癢/貧血/肝腎毒性/淋巴結腫大/腸胃不適/過
敏性肺炎等 

警語/注意事項 

1.新生兒、老年人、消化性潰瘍、出血性疾病、高血
壓、肝.心.腎功能異常者慎用 

2.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
性水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外觀標記 

Suta:橘紅青色膠囊 

 

Tenoxicam 

Tencam® 20mg/vial< ITEC> 

臨床適應症 

風濕性關節炎、變性關節疾病、關節黏連性脊椎炎、關
節外疾病：腱炎、滑囊炎、肩部及臀部關節周圍炎、拉
傷、扭傷。 

 

劑量 

IV or IM, 20-40 mg qd. MAX: 40 mg/day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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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 disorder,Hepatotoxicity,Nephrotoxicity, headache, 

dizziness, rash, itching and urticaria. 

警語/注意事項 

1 肝腎功能不全、充血性心衰竭、體液耗竭、與利尿劑
併用之患者使用本藥應監測 

2.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性水
腫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DiclofenacC/D 

Voren-K® S.C. 25 mg/tab < OVORK > 

Voren® E.M.C. 50 mg/cap < OVORE > 

Voren® Supp 12.5 mg/supp < EVORE > 

臨床適應症 

Pain, RA, OA 

劑量 

PO: 100-150mg/天，Max: 200 mg/天 

Rectally:Children, 1-3 mg/kg/day in divided doses; 

Max:150 mg/day.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頭痛/眩暈/水腫/肝功能指數上升/腎功能異常/

水腫/高血壓/耳鳴/貧血/癢疹/嗜睡/凝血時間延長 

警語/注意事項 

胃腸不適/肝腎功能異常/血液凝集異常患者小心使用；栓
塞性心血管事件風險增加；CABG 患者之手術期間疼痛
及對 NSAID 產生氣喘、蕁麻疹、過敏、血管性水腫之患
者為使用禁忌 

外觀標記 

Voren® E.M.C.: 紅/透明白色硬膠囊;YSP VRCp 

Voren-® S.C. : 橘色圓錠;YSP/58;無 

1.3.Miscellaneous 
AcetaminophenB 

Anti-phen® syrup 24mg/ml,60ml/bot<OANTIP> 

Depyretin® 500 mg/tab<ODEPY>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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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ver, Pain 

劑量 

Adult:500-1000 mg/q4-6h prn; MAX: 4g/day 

Child:7.5 to 15 mg/kg/q6h 

(2 歲以下 MAX:60 mg/kg/day; 2 歲以上 MAX:75 

mg/kg/day) 

不良反應 

急性毒性：腸胃不適、頭痛、失眠、皮疹、躁動； 

肝毒性初起:ALT、AST 和膽紅素值上升； 

長期服用：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全血球減少、白血球
減少、血小板缺乏紫斑症、酒精中毒肝毒性、腎損害。 

警語/注意事項 

除非經醫師指示：< 3 歲孩童、罹患關節炎或類風濕性疾
病之<12 歲孩童、酗酒者、營養失調者、血小板減少者、
肝病患者勿用 

外觀標記 

Anti-phen®：塑膠瓶裝紅色糖漿 

Depyretin®：黃色，長橢圓形錠，VPC，867 

 

Glucosamine 

Viartril-S® 250mg/cap <OVIAR> 

Viartril-S® Powder 1.5 gm/pack <OVIARP> 

臨床適應症 

緩解退化性關節炎之疼痛 

劑量  

Viartril-S 250 mg：一天 2~3 次，每次 250-500 mg，飯前
15 分鐘服用，連續服用 6~16 週 

Viartril-S Powder：每天服用一包，與餐併服較佳，治療
期間：3 個月，每隔兩個月可重複一次療程。 

不良反應 

腸胃不適、精神不振、頭痛、皮膚過敏及心跳快速 

警語/注意事項 

孕婦及胃潰瘍患者遵醫囑服藥；服用一週後才能顯現治
療效果，請耐心服用；對 glucosamine 過敏者應避免使
用。Viartril-S Powder 含 aspartame，因此禁用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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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ylketonuria 的病人。 

外觀標記 

Viartril-S®：紅色/白色膠囊;ROTTA;ROTTA 

 

健保規定 

Glucosamine sulfate：（88/9/1、93/8/1） 1.需符合下列各
項條件： (1)六十歲以上之膝關節炎病患，其放射線分
期(依 Ahlbäck 分期) stage III (含 III) 以下 (stage I, II, 

III 需於病歷中記載或附報告)。 (2)膝關節炎症狀達六個
月以上，其 Lequesne’s severity index for knee OA 至少 7 

points。 2.原則上每日最大劑量為 750 mg；若病情需要
增加劑量，則需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一療程最長十
二週，每次處方均需記錄用藥史及 Lequesne’s severity 

index，療程結束後評估療效，其效果不佳者應即停用；
如症狀確有改善，需停藥三個月，方可開始另一療程；
每年最多使用二療程。(93/8/1) 3.開刀置換人工膝關節後，
不得使用 glucosamine 製劑。 

備註:Ahlbäck 分期法 Classification of severity of 

osteoarthritis of the knee (Ahlbäck 1968) Stage 

Radiographic change I At most a slight reduction of the 

cartilage height II Obliteration of the joint space III Bone 

loss of ≦7mm measured along the medial or lateral 

margins of the joint from a line perpendicular to the axis of 

the tibia and tangential to the unaffected articular surface IV 

Bone loss >7mm measured as above V Bone loss >7mm 

with subluxation, defined as lateral displacement of the 

tibia by at least 10 mm in relation to the femur 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Vol. 72-B, 

No.2, March 1990. 

 

PropofolB 

Propofol-Lipuro ® 1% 200mg/20ml/amp < IPROP> 

臨床適應症 

靜脈注射麻醉劑、已住在加護病房中使用人工呼吸器之
成人病患作為鎮靜之用， 16 歲以上的病患在手術和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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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性檢查時鎮靜用。 

劑量 

劑量需依體重，臨床症狀來調整 

1. 全身麻醉之誘導：可藉由緩慢靜脈注射或點滴的方式
用於麻醉誘導（大約每 10 秒給予 20~40mg）。大部分
≦55 歲成人大約需要 1.5~2.5mg/kg 的劑量；老年人且
ASA 三級或四級病人（每 10 秒給藥約 2ml 相當於
20mg），總給藥劑量則最低降至 1mg/kg。 

2. 全身麻醉之維持：可藉由持續靜脈點滴或重複靜脈注
射，來維持所需的麻醉深度。重複靜脈注射，可依需
要增量給予 20~50mg。持續靜脈點滴，一般速率
4~12mg/kg/hr 的範圍，通常可維持理想麻醉效果。 

3. 使用人工呼吸器的病患進行加護照顧以提供鎮靜作
用 ： 視 所 需 之 鎮 靜 深 度 來 調 整 ， 一 般 速 率
0.3~4.0mg/kg/hr 的範圍時，應可達理想效果。 

4. 成人手術及侵襲性檢查時鎮靜用：0.5~1mg/kg，在約
1-5 分鐘開始鎮靜作用。鎮靜作用的維持可以藉由調整
輸注至所需之鎮靜程度來達成，大多數的病患需要
1.5~4.5mg/kg/hr。 

不良反應 

驚厥及抽躍現象，低血壓、過度換氣、短暫呼吸停止、
咳嗽、打嗝、臉潮紅、注射部位疼痛。 

警語/注意事項 

1. Propofol 輸注期間最多為 7 天。 

2. Propofol 可用 5% glucose,或 0.9% NaCl 稀釋，最大稀
釋量為 1:4（濃度不可低於 2mg/ml），並於 6 小時內使用
完 

3. Propofol 如同時靜脈輸注其他種類之脂肪乳劑，經由
同一系統之輸注，時間不宜超過 12 小時。 

 
ThiamylalC 

Citosol ®500mg/amp <ICITO> 

臨床適應症 

靜脈麻醉、全身麻醉之誘導。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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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的導入 :最初 2～4ml( 2.5%溶液)，注入時觀察
患者全身狀態，抑制狀態，依感受性而決定追加量，追
加注入直到患者不能應答為止，注入量是為就眠量。 

有關痙攣時使用 : 一面觀察患者全身狀態，通常 2-8ml 

( 2.5%溶液)徐徐注入直到痙攣停止為止。 

不良反應 

呼吸抑制、低血壓。 

警語/注意事項 

1. 進行麻醉前先行禁食為原則。 

2. 麻醉中注意氣管道的暢通及隨時注意呼吸循環的狀
況。 

3. 注意手術時麻醉之深度，檢查最低的必要深度。 

4. 麻醉前，氧氣吸入器、吸引器具、插管等人工呼吸器，
最好準備隨時可用。 

5. 禁用於 (1)休克及大量出血的循環不全、嚴重心機能
不全者。(2)嚴重支氣管氣喘者。 

 

SevofluraneB 

Ultane® 250ml/bot <IULTA> 

臨床適應症 

吸入性全身麻醉劑 

劑量 

誘導麻醉: Ultane 吸入濃度達 8% ，通常可在 2 分鐘內對
成人與兒童產生手術麻醉作用。 

維持麻醉: 通常使用濃度為 0.5~3%之 Ultane ，不論併用
或不併用笑氣，都可達到手術所需的麻醉程度。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心跳緩慢，低血壓，發燒。 

警語/注意事項 : 在麻醉維持期間， Ultane 的濃度升高
會導致血壓隨劑量的增加而降低的現象。 

禁忌:惡性體溫過高。 

 

KetamineB 

Ketalar ® 50mg/ml, 10ml (管 3) < IKETA >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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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麻醉。 

劑量 

誘導劑量 : 1～4.5mg/kg，在 60 秒內 IV 注射或 6.5～
13mg/kgIM 注射。 

維持劑量 : 如果須要的話，可增至全誘導劑量的 1.5

倍。 

不良反應 

血壓上昇，心跳過快，呼吸刺激 

警語/注意事項 

1. 禁用於血壓上昇且具有危險性的病人，例如:高血壓，
動脈瘤，甲狀腺亢進，鬱血性心衰竭，狹心症和精神
病患。 

2. 孕婦及患有高血壓、酒精中毒、腦脊髓液壓昇高的病
人，需小心使用。 

3. 本品要緩慢 IV 注射投與(須超過 1 分鐘)，避免造成過
度的呼吸抑制和高血壓。 

4. 不要將ketamine與使用過barbiturates的注射器混合，
因為會造成化學性的配合禁忌。 

 

Bupivacaine HCLC 

Marcaine®  0.5% 100mg/20ml/vial <IMARC> 

Marcaine Spinal(heavy) ® 0.5% 20mg/4ml/amp < 

IMARCS> 

臨床適應症 

局部麻醉。 

劑量 

Marcaine® :應小心避免血管內注射，建議先注射 3~5ml 

Marcaine+adrenailine 的測試劑量，再以 20~25mg/分的方
式投與，一般成人 24hr 內可投與 400mg。 

Marcaine Spinal(heavy) ® : 5kg 以下 : 0.4~0.5mg/kg。
5~15kg : 0.3~0.4mg/kg。15kg 以上 : 0.25~0.3mg/kg 

不良反應 

Marcaine® :低血壓、噁心、感覺異常、頭暈、心博徐緩、
高血壓、嘔吐。 

Marcaine Spinal(heavy) ®: 低血壓、心博徐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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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Marcaine® : Bupivacaine 溶液禁用於靜脈區域麻醉，因為
若 bupivacaine 無意間漏到血液循環中，可能引起急性全
身毒性反應。 

Marcaine Spinal(heavy) ® : 一旦開啟須儘速使用，對於
剩餘之藥劑，應丟棄不用。 

 

Lidocaine 20 mg/ml+Epinephrine 0.02 mg/mlC 

Lidophrine ® 2%,20ml/vial< ILIDO > 

臨床適應症 

局部麻醉。 

劑量 

皮下注射 or 牙科浸潤麻醉 1-2 ml，劑量依實際需求調整，
一般健康成人用量不宜超過 500 mg。 

不良反應 

惡性體溫過高、過敏、顫抖、痙攣、心跳停止、呼吸停
止． 

警語/注意事項 

1. 本品含有 Epinephrine，高血壓、甲狀腺毒症、糖尿病
及心臟血管病變之患者禁用本品。 

2. 本品為含腎上腺素 1 : 50,000 之製劑，僅可用在需要
深度麻醉、較長時間麻醉及更大止血效果時。 

 

LidocaineB 

Lidocaine ®2% 100mg/5 ml <ILI5 > 

Xylocaine ® 2% 400mg/20ml <IXYLO20 > 

臨床適應症 

心室性不整律之急性治療。 

劑量 

靜脈 1 次給藥法：成人 1 次 50-100mg（1-2mg/kg）以 1-2

分鐘的時間緩慢注射。 

不良反應 

Lidocaine ® : 心博過慢、發燒、震顫、眩暈。 

Xylocaine ® : 思腄、頭重腳輕，熱、冷或鈍重的感覺；
呼吸或吞嚥困難，呼吸抑制或停止，心跳停止，急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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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反應。 

警語/注意事項 

1. Lidocaine ® : 靜脈注射效果，一般 10-20 分鐘後消失。 

2. Xylocaine ® : 如果有心臟抑制徵兆(如延長 P-R 間區，
QRS 波變寬)或心律不整的發生增加，就要監測心臟的
功能和血壓，以及停止輸注。 

 

Atracurium BesylateC 

Genso 25 mg/2.5 ml /amp < IGENS> 

臨床適應症 

手術全身麻醉或加護病房鎮靜的輔助劑、以鬆弛骨骼肌、
幫助氣管插管與人工吸器的協調。 

劑量 

成人劑量： 

(1)注射用法－靜脈注射，劑量範圍 0.3-0.6mg/kg，可產
生 15-35 分鐘之肌肉鬆弛。靜脈注射
0.5-0.6mg/kg，90 秒內可作氣管內插管，
輔助劑量 0.1-0.2mg/kg，可延長肌肉神經
的阻斷作用。 

(2) 點滴注射用法－手術時間長，初劑量 0.3-0.6mg / kg

後使用 0.3-0.6mg / kg/ hour 速度持
續點滴注射。孩童劑量：超過一個
月的孩童, 其劑量與成人一樣。 

不良反應 

皮膚發紅及短暫性的低血壓、支氣管痙攣。 

警語/注意事項 

1. 應存放於 2-8°C，避光貯藏，不可冷凍。 

2. 限使用人工呼吸器治療且肝或腎功能衰竭之病患。 

3. 每次使用以不超過七十二小時為原則。 

4.不得作為例行性使用。 

 

AprepitantB 

Emend® 80 mg/cap < OEMEN> 

臨床適應症 

與其他止吐藥劑併用，可以防止由高致吐性及中致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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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化療藥物在初次或重覆使用時所引起的急性或延遲
性噁心與嘔吐。 

劑量 

1. EMEND 得採用三天給藥的方式，併入包括一種皮質
類固醇和一種 5-HT3拮抗劑的治療療程一起使用。 

2. EMEND 的建議劑量為第一天在化學治療進行前一小
時口服 125mg，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早晨每天服用一次
80mg。 

不良反應 

打嗝、虛弱無力/倦怠、ALT 升高、便秘、頭痛和厭食 

警語/注意事項 

當 EMEND 與主要經由 CYP3A4 酵素代謝的藥物併用治
療患者時必須謹慎；有些化療藥物藉由 CYP3A4 酵素代
謝。Aprepitant 對 CYP3A4 的抑制作用，會導致這些併
用藥物的血中濃度升高。 

外觀標記 

白色膠囊，461 / 80 

健保規定 

7.2.2. Neurokinin-1 receptor antagonist （如 aprepitant、
fosaprepitant） 

1.與其他止吐藥劑併用，以防止由高致吐性癌症化療藥
物在初次或重覆使用時所引起的急性或延遲性噁心
與嘔吐。 

2. 口服製劑限用三天，每日限用一顆。注射製劑限於
化療第一天使用。 

3. 本品除第一天外，不得併用 5-HT3 之藥物。 

4. 若於化療第四天（含）後仍有 Grade 2 以上之嘔吐，
則於第四天及第五天可依照 7.2.1.規範給予 serotonin 

antagonist。 

 

GranisetronB 

Grantron® 3 mg/3 ml/amp <IGRA> 

臨床適應症 

預防及治療抗腫瘤化學療法引起的噁心、嘔吐及治療抗
腫瘤放射線療法引起的噁心、嘔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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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全身性及半身性抗腫瘤放射線療法引起之噁心、嘔
吐。治療手術後引起的噁心、嘔吐。 

劑量 

抗腫瘤化學療法引起的噁心及嘔吐 

成人 : 靜脈給予 

預防： Grantron 之單一劑量為 1 至 3 毫克(體重每公斤
10至40微克)，應於抗腫瘤化學療法開始前給予，
給予方式應為慢速靜脈注射(時間需大於 30 秒)或
稀釋於 20 至 50 毫升輸注液中，以靜脈輸注方式
給予，輸注時間需大於 5 分鐘。 

治療： Grantron 之單一劑量為 1 至 3 毫克(體重每公斤
10 至 40 微克)，給予方式應為慢速靜脈注射(時間
需大於 30 秒)或稀釋於 20 至 50ml 輸注液中，以
靜脈輸注方式給予，輸注時間需大於 5 分鐘。若
有追加的治療劑量，必須與前一次劑量間隔至少
10 分鐘以上，才可給予。Grantron 之最高給予劑
量為 24 小時內不能超過 9 毫克。 

兒童 : 靜脈給予 

預防：Grantron之單一劑量為體重每公斤10至40微克(最
多至 3 毫克)，抗腫瘤放射線療法引起的噁心及嘔
吐成人靜脈給予 

預防: Grantron 之單一劑量為 1 至 3 毫克(體重每公斤 10

至40微克)，應於抗腫瘤放射線療法開始前給予，
給予方式應為慢速靜脈注射(時間需大於 30 秒)或
稀釋於 20 至 50 毫升輸注液中，以靜脈輸注方式
給予，輸注時間需大於 5 分鐘。 

治療:使用劑量與預防性療法一樣。若有需要，可以追加
治療劑量，追加治療劑量時，必須與前一次劑量
間隔至少 10 分鐘以上，才可給予。Grantron 之最
高給予劑量為 24 小時內不能超過 9 毫克。 

不良反應 

頭痛，便秘，肝臟轉胺酶升高 

警語/注意事項 

病患應被監測是否發生血清素症候群，特別是併用
Grantron 及其他血清素作用藥物時。若發生血清素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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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精神狀態改變(如:精神激動、幻覺、譫妄及昏迷)、自
律神經失調(如:心搏過速、血壓不穩、頭暈、發汗、潮
紅、體溫過高)、神經肌肉症狀(如:顫抖、僵直、肌陣攣、
反射亢進、不協調)、癲癇發作，可能伴隨腸胃道症狀(如:

噁心、嘔吐、腹瀉)。)之症狀，應立即停藥並給予支持
性治療。 

 

SumatriptanC 

Imigran ® FDT 50mg/tab < OIMIG> 

臨床適應症 

有先兆或無先兆偏頭痛發作之急性緩解。本藥僅適用於
有明確診斷之偏頭痛。 

劑量 

1. 一般成人建議劑量為 100mg。如果症狀再出現，則可
在 24 小時內給予追加劑量，但在 24 小時間隔內不宜
超過 300mg。 

2. 一般建議在偏頭痛發作時應儘早給予本藥，但不論何
時給藥都會產生相同的效果。 

3. 本藥不宜作預防性使用。 

4. 不建議使用於 65 歲以上的患者。 

不良反應 

疼痛、刺痛感、發熱、疲倦、壓迫感或緊張、這些症狀
通常是暫時性的，有時可能非常強烈，也會影響身體的
任何一部份，包括胸部和喉部、而潮紅、暈眩以及無力
感，則大部份屬於輕微或中度且亦為暫時性的、也有疲
勞和嗜睡的報告、有些患者會有噁心和嘔吐的現象，。 

警語/注意事項 

1. 對製劑中任何一種成分過敏者。 

2. 本藥不宜使用於曾患有心肌梗塞、缺血性心臟疾病或
狹心症。 

3. 不建議使用於高血壓未受控制的患者。 

4. Sumatriptan 不宜併用含有麥角胺(ergotamine)之製劑
或 ergotamine 衍生物 

5. 不宜同時給予單胺氧化酵素抑制劑，或在單胺氧化酵
素抑制劑停藥後兩星期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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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標記 

Imigran ® FDT : 三角形粉紅膜衣錠，GS，IYM，50 

 

Dihydroergotamine MethanesulphonateX 

Lesiton® 5 mg/cap < OLESI> 

臨床適應症 

偏頭痛。 

劑量 

通常一天二粒膠囊，早晚各口服一粒，於用餐時間服用，
宜與較多量的水整粒吞服。 

不良反應 

空腹服用可能引起噁心的副作用 

警語/注意事項 

1. 不建議空腹服用。 

2. 嚴重肝機能不全及嚴重腎功能不全而未作血液透析
患者，應謹慎使用。 

3. 曾有動脈疾病病史者建議進行醫療監測(特別是冠狀
動脈疾病和重度高血壓患者)。 

4. 由於成分中含有乳糖，dihydroergotamine 禁用於患有
先天性半乳糖血症(galactosaemia)，葡萄糖和半乳糖
吸收不良症候群或乳糖酵素缺乏的患者。由於成分中
含有蔗糖，dihydroergotamine 禁用於果糖不耐症
(fructose intolerance)，葡萄糖吸收不良症候群或蔗糖
轉化酵素-異麥芽糖酵素缺乏症的患者。 

外觀標記 

Lesiton® :白色/橘色膠囊，KEC 

 

NeostigmineC 

Neostigmine® 0.5mg/1ml/amp < INEOS>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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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劑量 

1.皮下及肌肉注射之，每日 1-3 次，每次 0.25-0.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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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要時(Antidote to curare Principle)以 0.5mg 之本劑與
0.6mg 之 Atropine Sulfate 合併而靜脈注射之。 

不良反應 

噁心、下痢、尿液急迫、發汗、肌肉抽筋、支氣管痙攣、
血壓下降、腹痛、縮瞳 

警語/注意事項 

胃腸道及尿道阻塞患者禁用 

 

ProchlorperazineC 

Novamin® 5mg/1ml/amp < INEOS> 

Roumin® 5 mg/tab < OROUM> 

臨床適應症 

精神病狀態、噁心、嘔吐。 

劑量 

Adult: 以 Prochlorperazine 計算，通常 1 日 1 次 5mg，肌
肉注射。得視年齡及症狀，適宜增減。 

Child: 0.1mg/kg，肌肉注射。出生後未滿六個月之嬰兒，
以不使用為宜。 

不良反應 

光線過敏症、錐體外路症狀(巴金森氏症候群(手指震顫、
肌肉僵硬、流涎等)、運動障礙(Dyskinesia)(口部周圍、
四肢等不自主顫抖等)、肌張力異常(Dystonia)(眼球上吊、
眼瞼痙攣、舌頭突出、痙攣性斜頸、頸後屈、體幹側屈、
角弓反張、強迫開口等)、縮瞳、眼壓上昇。 

警語/注意事項 

(1) 本品僅供肌肉注射。 

(2) 因會引起嗜睡，且有注意力、集中力、反射運動能
力減弱的現象，故投與本劑之病患，應注意勿駕駛
車輛或從事帶有危險性之機械操作。 

外觀標記 

Roumin® :白色，圓凸形，YS/RM 

 

Anticonvul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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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ytoinD 

Dilantin®100mg/cap <ODILA> 

Aleviatin® 250mg/5ml/amp <IALEV> 

Use: 

Grand mal, complex partial seizure, neuralgia 

Dosage: 

Seizure disorder PO 

Adult:100mg/bid-tid or 300mg/hs.  

Child:4-8mg/kg/d bid-tid  

Status epilepticus: 

IV, 15-20mg/kg,rate≦20-50mg/min or pediatric≦

0.5-1mg/kg/min 

Adverse.reaction: 

N/V, drowsiness, nystagmus, ingival hyperplasia, hirsutism  

＊注射劑為強鹼性,無法與其他藥品配合,只適用於加入

NS  

外觀標記 

Dilantin® : 橙紅/白膠囊;PARKE DAVIS;P-D 100 

 

DiazepamD 

Diapine® 2mg/tab <ODIAPI> 

Dupin®10 mg/2ml/amp <IDUPI> 

Use:  

Status epilepticus  

Dosage: 



 

258 

 

Adult: IV 10mg 

Child: IV 0.1-0.3mg/kg 

 

ClonazepamD 

Rivotril® 0.5 mg/tab <ORIV> 

Rivotril® 2 mg/tab <ORIVO> 

Dosage: seizures : 

Adult: initial 0.5mg tid or 1mg bid , maintenance:2-8mg/d 

Child: initial 0.01mg-0.03mg/kg/bid-tid,   

maintenance:0.1-0.2mg/kg/d tid  

Adverse reaction  

Drowsiness, behavioral change, muscle weakness 

Contraindications  

Severe COPD/myasthenia gravis , apnea  

外觀標記 

Diapine® 2mg/tab: 白色圓形錠, 2 

Rivotril® 0.5 mg/tab: 淺紅橘色圓扁形/ ROCHE 0.5  

Rivotril® 2 mg/tab:白色圓錠;ROCHE˙2˙;＋ 

 

CarbamazepineD 

Tegretol® 200 mg/tab <OTEGR> 

Use: 

Grand mal, partial seizure, neuralgia, bipolar disorder 

Dosage: 

Adult: Initial 100mg~200mg bid or 200mg/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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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200mg~400mg bid-tid.          

Child:10mg/kg/bid, maintenance : 20~35mg/kg/tid  

Adverse.reaction 

Sedation, dizziness, SJS, hyponatremia, neutropenia  

＊檢測 HLA-B 1502 基因 

外觀標記 

Tegretol®:白色圓形素錠;G／K;CG 

 

OxcarbazepineD 

Trileptal® 300 mg/tab<OTRIL> 

Use: 

partial seizure 

Dosage:  

Adult:Initial 300mg ~600mg/bid. 

Child: 8~10mg/kg/bid , ↑to 20~30mg/kg/d,                                                  

20-29kg:450mg bid 

29.1-39kg:600mg bid 

Adverse reaction:  

Sedation, dizziness, vomiting, cross allergy w/Tegretol 

(20~30%), hyponatremia  

Precaution:Ccr＜30ml/min:half the startingdose,titrating to 

desired response 

外觀標記 

Trileptal®:黃色橢圓形錠劑,TE/TE CG/CG 

 

Valproate s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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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kine® 200mg/tab <ODP200> 

Depakine Chrono ® 500mg/tab <ODEPA> 

Depavent® 500mg /5ml/amp <IDEPA> 

Use: 

Broad spectrum antiepileptic, bipolar disorder 

Dosage: PO,IV 

Adult: 200mg-400mg/bid-qid.or.20-30mg/kg/d. 

Child: initial 10-15mg/kg/qd-tid then 20-30mg/kg/d bid-tid  

Status epilepticus: IV15-30mg/kg at rate of 3-6mg/kg/min 

Adverse reaction:  

Gastric irritation, alopecia,↑BW, tremor, drowsiness, 

hepatotoxicity, pancreatitis, thrombocytopenia, neutropenia 

外觀標記 

Depakine® 200mg : 白色圓扁形腸溶錠, 無標記 

Depakine Chrono ® 500mg : 白色長圓形柱狀膜衣錠,/ 

 

VigabatrinD 

Sabril® F.C. 500 mg/tab <OSABR> 

Use: 

Partial seizure, infantile spasm (嬰兒點頭痙攣症 ) 

Dosage:  

Adult: Initial 500mg/bid. ↑to 1-1.5g/bid 

Child: Initial 15-25mg/kg/bid . ↑to 30-50mg/kg/bid  

Adverse reaction : 

Hyperactivity, psychosis, ↑BW, drowsiness, facial ed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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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eversible peripheral vision loss (common in adult and 

older child)  

Precaution:↓dose in the elderly and renal patient 

外觀標記 

Sabril® F.C. : 白色橢圓形錠劑, SABRIL 

 

GabapentinC 

Gapatin® 300 mg/cap <OGAPA> 

Use: 

Neuropathic pain, Partial/secondarily generalized seizure  

Dosage:                                                         

Adult: Initial 300mg/hs, dose range 300-1200mg/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peripheral edema, dizziness, ataxia (運動失

調), fatigue, weight gain 

外觀標記 

Gapatin® 300 mg: 黃色膠囊, G19 

 

Pregabalin 

Lyrica® 75 mg/cap <OLYRI> 

Use:  

Neuropathic pain. Partial/secondarily generalized seizure  

Dosage:   

75-150mg/bid  

   Ccr 30-60 : 75-300mg/d; 

   Ccr 15-30 : 25-150m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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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r＜15 : 25-75mg/q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peripheral edema, dizziness, ataxia, fatigue, 

weight gain 

外觀標記 

Lyrica® : 紅白色膠囊, PGN 75, pfizer 

 

LevetiracetamC 

Keppra® F.C 500 mg/tab <OKEPP> 

Use: 

Broad spectrum antiepileptic 

Dosage: 

Adult : PO 0.5-1.5g bid 

Child : PO 10-30mg/kg b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headache, agitation, psychotic symptoms 

Precaution: 

Ccr 50-80 : 500-1000mg q12h;     

Ccr 30-50 : 250-750mg q12h; 

Ccr＜30 : 250-500mg q12h; 

ESRD : 500-1000mg q24h 

外觀標記 

Keppra® F.C :黃色橢圓形錠, ucb 500 

 

Antiparkinson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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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odopa + Benserazide 

Madopar® 250 200/50mg/Tab <OMADOP> 

Use: 

parkinsonism 

Dosage: 

100-200mg/bid-qid up to 1.2g/d 

副作用 

N/V,幻覺,失眠,低血壓,棕色尿,異動症 

外觀標記 

Madopar® 250 :淡橙色圓錠,＋ROCHE,＋ 

 

Anticholinergics 

 

TrihexyphenidylC 

Switane® 2 mg /tab <OSWIT> 

Use: 

Adiunctive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and 

drug –induced extrapyramidal symptoms 

Dosage: 

2-5mg/tid  

副作用 

tachycardia, hallucinations,confusion, disorientation 

外觀標記 

Switane®  2 mg /Tab:白色,有"SWISS 2"的字樣,圓扁狀 

 

BiperidenC 



 

264 

 

Akinfree® 2 mg/Tab <OAKIN> 

Bipiden® 5 mg/Amp <IBIPI> 

Use: 

treatment of neuroleptic – induced extrapyramidal reactions, 

adjunctive therapy in Parkinson’s disease 

Dosage: 

Po, 1-2mg tid  

Adults: slow IV or IM 2mg q30min as needed;  

max: 4 doses/24hr 

Children: IM,0.04mg/kg/dose q30min as needed; 

max: 4 doses/24hr 

Adverse reaction 

mental confusion, disturbed behavior , mild anticolinergic 

effects 

外觀標記 

Akinfree® :白色圓錠 B35, / 

 

DiphenhydramineB 

Diphenhydramine® 30mg/ml/amp<IDIPH> 

Use: 

Allergic rhinitis, allergic reactions 

Dosage: 

IV, IM 25-50mg, prn.  

Adverse reaction 

dizziness, dryness of 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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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T inhibitor : 

EntacaponeC 

Comtan® 200mg/Tab<OCOMT> 

Dosage: 

100-200mg w/each dose of L-dopa 

*It has has no antiparkinsonian effect of  its own 

副作用:噁心,腹瀉,疲倦,尿液變黃 

外觀標記 

Comtan ®:長橢圓膚色錠,COMTAN 

 

Dopamine agonist 

 

BromocriptineB 

Syntocriptine® 2.5 mg/tab<OSYNTO> 

Use: 

Parkinson’s disease, amenorrhea/galactorrhea syndrome, 

hyperprolactinemia 

Dosage: 

1.25mg/bid then↑2.5mg/q1-4wk,  

dose range:5-30mg/bid-qid 

副作用:暈眩,幻覺，低血壓，四肢末稍水腫，消化不良 

外觀標記 

Syntocriptine®:白色錠劑, / 

 

Pramipexo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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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pex® 0.25 mg/tab <OMIRA> 

Use: 

Parkinson’s disease, depression 

Dosage: 

Initial 0.125mg/tid,↑to 0.5-0.75 mg/tid over 2-3wk,  

dose range: 0.5-1.5mg/tid-qid  

副作用 

暈眩,幻覺，低血壓，四肢末稍水腫，消化不良 

外觀標記 

Mirapex®:白色橢圓形錠, P7/P7 

 

RopiniroleC 

Requip® 1 mg/tab <OREQU>  

Use: 

Parkinson’s disease 

Dosage: 

Initial 0.25mg/tid,↑0.25mg/tid to 1mg/tid within 4wk,  

dose range:1-4mg/tid 

副作用 

暈眩,幻覺，低血壓，四肢末稍水腫，消化不良 

外觀標記 

Requip® :綠色五邊形膜衣錠, 4892/SB 

 

MAO-B inhib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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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gilineC 

Parkryl® 5 mg <OPARK> 

Dosage 

5mg/qd-bid 

副作用 

幻覺，低血壓，睡眠障礙  

外觀標記 

Parkryl®:白色,錠劑,1,L.O. 

 

Rasagiline 

Rakinson®1 mg /tab <ORAKI> 

Dosage: 

1mg/qd 

副作用 

幻覺，低血壓，睡眠障礙  

外觀標記 

Rakinson®:白色，圓扁形錠劑，R 

 

AmantadineC 

Dopadine®100 mg/tab <ODOPA>  

Dosage 

100mg/qd-tid  

Ccr 30-50: 100mg/qd,                      

Ccr 15-29: 100mg/qod,                        

Ccr＜15 : 200mg/q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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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 

失眠，皮膚斑點，腳腫脹，幻覺 

Precautions 

本劑不可驟然停藥以免引起急性顯著惡化 

外觀標記 

Dopadine® : 橘色圓錠,刻痕 

 

Alzheimer’s agents 

Cholinesterase inhibitor 

DonepezilC 

Aricept® 10mg/tab <OARIC> 

Use 

Alzheimer’s disease 

Dosage 

5-10mg/qd  

Adverse reaction 

diarrhea, abdominalpain, vivid dream, insomnia,dizziness, 

headache, ↓BW 

外觀標記 

Aricept®:黃色圓形膜衣錠, ARICEPT;10 

 

RivastigmineB 

Exelon® 3mg/cap <OEXEL> 

Exelon® Patch 4.6mg/24h <EEXE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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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zheimer’s disease 

Dosage 

PO initial 1.5mg bid titrate to 3-6mg bid 

Patch: 4.6mg/ Patch /d  

Adverse reaction: 

diarrhea, abdominal pain, dizziness, headache, ↓BW 

外觀標記 

Exelon®: 橘色膠囊, EXELON 3MG 

 

NMDA antagonist 

MemantineB 

EVY® 10mg/tab <OEVY> 

Use 

Moderate to severe Alzheimer’s disease 

Dosage 

PO initial 5mg/qd 1wk then 5mg/bid, titrate to 10mg/bid,  

Ccr 5-29ml/min : 5mg/bid 

Adverse reaction:  

dizziness, headache, akathisia, insomnia, agitation, 

confusion, hallucination  

外觀標記 

EVY®:白色橢圓雙凸,雙面具中刻剝痕,一面左側有 EVY,

右側有 10 的凹刻,另一面為空白 

 

Skeletal muscle relax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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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A-B analog 

BaclofenC 

Befon ® 5 mg/Tab <OBEFO> 

Use 

Spasticity 

Dosage: 

Adult: 5-10mg/bid-tid  

Child: 5-15mg/tid  

Adverse reaction: 

Drowsiness, sedation, weakness, fatigue, headache, 

insomnia,  

nausea  

Precaution:↓dose in p’t w/renal dysfunction 

外觀標記 

Befon ®: 白色圓形扁凸素錠, ／,M.S. 

 

α2 - agonist 

TizanidineC 

Stidine® 2 mg/Tab <OSTID> 

Use 

Painful muscle spasm(疼痛性肌痙攣),spasticity 

Dosage 

Initial 1-4mg hs ,then 2-4mg tid  

Adverse reaction: 

Dizziness, sedation, atigue, dry mouth , N/V , pos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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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ension, ↑ALT 

外觀標記 

Stidine ®2:白色圓形扁平狀素錠, SK,／ 

 

Tolperisone 

Tolperisone®100 mg/tab <TOLP> 

Tolesin® F.C. 150mg/tab <TOLE> 

Use 

反覆發生的疼痛性肌痙攣及腦部血管病變所導致之肌張

力異常升高。 

Dosage 

1-2 tab/bid-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dizziness, 過敏反應 ,diarrhea 

Precautions: 

1.嚴重肝、腎功能不全者不建議服用。 

2.女性病人、年齡較大之病人，或合併用藥（主要是與

NSAIDs）治療者，可能有較高發生過敏反應之風險 

3.對 lidocaine 過敏之病人服用本藥品應更加謹慎，因為

發生交叉反應的可能性是確立的。 

外觀標記 

Tolperisone®: 圓形錠劑，TPS，100, SHOUCHAN 

Tolesin® F.C.:白色圓凸形錠劑，ST 123 

 

Cyclobenzaprine B 

Flexer® F.C. 10mg/tab <O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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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muscle spasm(肌痙攣)  

Dosage 

5-10mg/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dizziness, dry mouth 

外觀標記 

Flexer® F.C. :黃色圓形錠劑, FLX / SY 

 

Mephenoxalone 

Doflex® 200 mg/tab<ODOFL> 

Melux®  500 mg/tab<OMELU> 

Use 

muscle spasm  

Dosage 

200-400mg/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dizziness,dry mouth, diarrhea 

外觀標記 

Doflex® :白色圓形錠,GP, / ,277 

Melux® : 粉紅色橢圓型錠, JCP, / 

 

CarisoprodolC 

Hiranin® 350 mg/cap<OHIRA>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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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le spasm  

Dosage 

1 tab/bid- 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dizziness  

外觀標記 

Hiranin®:鮮紅/鮮黃色橢圓形

膠,HWANG"S07,HWANG"S07 

 

Orphenadrine 35 mg+Paracetamol 450 mg 

Dolan® 35/450 mg/Tab<ODOLA> 

Use 

muscle spasm  

Dosage 

1 tab/bid- 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dizziness,dry mouth ,liver function impairment 

外觀標記 

Dolan ®:白色長圓形素錠;／;DoLan 

 

Chlorzoxazone 250mg+Acetaminophen 300mg 

Sketa® 250/300mg/cap<OSKET> 

Use 

muscle spasm  

Do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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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p/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 dizziness , liver function impairment 

外觀標記 

Sketa ®:黃綠色膠囊,Patron 610 

CNS Agents 

Psychiatrys-Antidepressants 

Citalopram HBrC 

Cipram ® 20mg/tab <OCIPRA> 

Kitapram F.C.® 20mg/tab <OKITA> 

臨床適應症 

鬱症之治療及預防復發、恐慌症。 

劑量 

鬱症: 20mg QD，可依患者狀況提高至每日 60mg。 

恐慌症: 建議第一週初始劑量 10mg，而後增加至每日

20mg，可依情況提高至 60mg QD。 

不良反應 

噁心、出汗增加、唾液減少、頭痛與睡眠時間減少，通常

服藥後第 1~2 週症狀較明顯，鬱症改善後，這些症狀會

消失。 

警語/注意事項 

1. 由於在抗抑鬱作用出現前，已有其他作用受抑制，因

此憂鬱症患者曾有持續性傾向者自殺，一直要到抑鬱

症有顯著改善才緩解。 

2. 假如患者進入狂躁期時，應停止服用 Cipram 並改用

精神弛緩劑來治療。 

3. Cipram 對患者認識能力與精神運動機能無任何影

響。 

4. Cipram 不可給予正在接受單胺氫化酶抑制劑停藥 14

天以上的患者，若患者肝臟機能不良，應先以低劑量

治療並小心作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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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標記 

Cipram ® 20mg/tab:白色橢圓形扁凸狀膜衣錠、C／N 

Kitapram F.C.® 20mg/tab:白色橢圓形膜衣錠;SK;／ 

 

TrazodoneC 

 Cirzodone® 50mg/tab <OCIRZ> 

臨床適應症 

各種型態之抑鬱症。 

劑量 

起始劑量為每天 150mg，分次服用，然後每 3～4 天按

50mg/day 的量增加，直到獲得適當的效應。最大的劑

量：門診病人為 400mg/day；住院病人為 600mg/day。 

不良反應 

思睡，眩暈，頭昏腦脹，倦怠，口乾。 

警語/注意事項 

1.由低劑量開始治療再逐漸增量。出現嗜睡情形時，可

將大部份劑量於睡前服用或減低劑量。 

2. 治療 1 週後症狀可能即會改善，通常在 2 週內達最

大藥效。約 25%的病人需治療 2～4 週。 

3. 與 CYP3A4 抑制藥物如 ketoconazole、ritonavir、

indinavir 等同時投與時，很可能造成 trazodone 的血

中濃度升高而引起不良反應，須考慮減低 trazodone

的劑量。 

4. 併用 carbamazepine 時，可能導致 trazodone 的血中

濃度下降，故須密切監控是否有增加 trazodone 劑量

的需求。 

外觀標記 

Cirzodone® 50mg/tab:淡橙色圓形素錠,SP/371 

 

Sertraline HCLC 

 Kinloft F.C.® 50mg/tab <OKINL>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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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症、強迫症、社交恐懼症、恐慌症、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 

劑量 

成人：50mg QD。肝臟受損者應考慮降低劑量或減少頻

次。不需根據腎功能受損程度調整 Sertraline 劑量。 

不良反應 

疲勞，熱潮紅，心悸，噁心，失眠或嗜睡，躁動，焦慮，

月經不規則，尿液滯留。 

警語/注意事項 

1. 不應與MAOI併用或停止MAOI治療後14天內使用；

同樣 MAOI 應在停用 Sertraline 後至少 14 天才使用。 

2. Coadministration of oral dihydropyridines with 

grapefruit juice usually should be avoided since 

potentially important increased in hemodynamic effect. 

外觀標記 

Kinloft®:白色長圓柱形錠，SK,200 

 

FluoxetineC 

Kinxetin ® 20mg/cap <OKINX> 

臨床適應症 

抑鬱症、暴食症、強迫症。 

劑量 

初始劑量 20mg QD，最大劑量不得超過一天 80mg。 

不良反應 

口乾，減少食慾、噁心、腹瀉、焦慮、激動、失眠、鎮

靜、疲勞、頭痛、震顫、頭暈、性功能障礙及冒汗。 

警語/注意事項 

1.CYPROHEPTADINE 會拮抗 FLUOXETINE 再吸收

SEROTONIN 的作用，而降低其抗憂鬱的效應。 

2. DEXTROMETHORPHAN 會促使 FLUOXETINE 產生

幻覺。處理：換藥(FLUOXETINE→其他 SSRI)。 

3. Fluoxetine 會阻斷 Buspirone 的血清素活性，而降其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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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處理：避免。 

4. 不可與 MAOI 合併使用,或者停用 MAOI 後應至少隔

14 天以上才能開始使用本藥,且停用本藥後至少隔 5

週才能開始使用 MAOI。 

5. 本品主要經由肝臟代謝，經由腎臟排泄，肝、腎病人

服用時宜小心，需視實際需要減低劑量。 

外觀標記 

Kinxetin ®:綠色/白色膠囊，KDM G-5359 

 

SelegilineC 

Seginine ® 5mg/tab <OSEGI> 

Parkryl® 5mg/tab <OPARK> 

臨床適應症 

巴金森病症之輔助治療劑。 

劑量 

每日 10mg，於早餐及午餐各服用 5mg。提高劑量並不

會有更好的療效，應避免因提高劑量而增加副作用的

危險。 

不良反應 

類似 Levodopa 過量所引起之副作用，精神激昂、失眠、
幻覺、忘想、血液循環過剩、胃腸不適。Levodopa 和

decarboxylase 抑制劑同時服用能減少副作用。 

警語/注意事項 

Selegiline 每日劑量不可超過 10mg，否則會有 MAO 非

選擇性抑制的危險。 

外觀標記 

Seginine ®:黃色圓錠 ; + 

 

Imipramine HClD 

Tofranil ® 25mg/tab <OTOFR> 

臨床適應症 

憂鬱症，恐懼症發作，慢性的疼痛狀態，夜尿症，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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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森症及其症候群。憂鬱病、夜尿。 

劑量 

1.憂鬱症：初始劑量 1 天 25-75mg，分次投予，最大劑

量 1 天 300mg。 

2.夜尿：學童 1 天 25~50mg，分 1-2 次投予。 

不良反應 

頭暈、昏昏欲睡、口乾、噁心。 

警語/注意事項 

1.對 Dibenzazepine 類三環抗憂鬱劑過敏者。 

2.青光眼病人。 

3.心肌梗塞剛在初期恢復的患者。 

4.因尿液流動受阻而排尿異常的病人。 

不得併用 MAOI，接受 MAOI 治療的患者要接受本藥

劑治療時，至少要間隔 2 週的時間，此外要從本藥劑

換成 MAO 抑制劑時，最好能間隔 2~3 天。 

外觀標記 

Tofranil ®:棕色圓形扁球狀糖衣錠 

 

TrifluoperazineC 

Flurazin F.C. ® 5mg /tab <OFRA> 

臨床適應症 

精神病狀態、噁心、嘔吐、攻擊性與破壞性之行為障

礙 

劑量 

成人開始 0.5~1 錠 BID，漸增量至最適維持量 1 日 3~4

錠，1 日最高劑量為 6 錠，分次服用。 

不良反應 

嗜睡, 發抖、坐不穩、不自主運動、說話困難，口乾、

便祕、排尿困難, 光敏感，體溫調節能力降低等。 

警語/注意事項 

1. 使用禁忌：昏睡狀態、循環虛脫狀態之患者；疑有皮

質下部腦障礙之患者。 



 

279 

 

2. 肝障礙、血液障礙患者；癲癇、重症氣喘、肺氣腫

之患者請小心使用。 

3. 會引起注意力降低，投與中之患者請勿開車或操作危

險機械。 

外觀標記 

Flurazin ®:藍色，圓形膜衣錠，JCP，5 

 

ChlorpromazineC 

Morefine F.C. ® 100mg /tab <OCP100> 

臨床適應症 

躁病、精神病狀態、噁心、嘔吐、攻擊性與破壞性之

行為障礙。 

劑量 

成人劑量：10~50mg，一天 2~6 次，每天最高 1g。視

需要及耐藥性逐漸調節劑量。 

不良反應 

血壓下降、疲倦、視力減弱、夜盲、口乾、下痢、便

祕、鼻塞、呼吸困難、發燒。 

警語/注意事項 

1. 本藥可能會有疲倦、思睡的副作用，服藥後不宜開

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2. 本藥具有止吐作用，會使腦腫傷或藥劑中毒等的嘔

吐症狀不明顯。 

3. 出生未滿六個月之嬰兒、兒童、銀髮族及昏迷、循

環休克、腦炎、腦腫傷、氣喘、肺氣腫等患者均不

宜服用本藥。 

外觀標記 

Morefine ®:橘色圓形膜衣錠; 609 

 

HaloperidolC 

Binin-U ® 5 mg/1ml/1amp < IBINI >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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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病、精神病狀態、噁心、嘔吐、攻擊性與破壞性之

行為障礙、舞蹈病。 

劑量 

肌注：2～5mg，視需要問隔 4～8 小時重覆一次。老人

劑量以成人劑量之一半開始，再加以調整。 

不良反應 

不眠、焦躁、抑鬱及自主神經症狀，又易伴隨強烈椎

體外路症狀，應加注意。 

警語/注意事項 

1. 昏迷狀態：中樞神經因酒精或其他抑鬱藥物造成的

抑制狀態時；巴金森氏症( Parkinsonism)；已知對

Haloperidol 過敏；基底核損傷時。 

2. 勿飲酒、用藥後可能發生頭暈。 

外觀標記 

 Binin-U ®  :褐色玻璃小瓶 

 

DroperidolC 

Dropel® 2.5mg/1ml/amp < IDROP > 

臨床適應症 

降低由於手術及診斷程序所造成之噁心、嘔吐。 

劑量 

成人：最大初始劑量爲 2.5 mg IM or slow IV，另可増

加投與 1.25 mg。 

良反應 

中樞神經作用：可能產生類帕金森氏症或運動不能性

之錐體外徑副作用，然此類副作用於抗帕金森藥物或

抗膽鹼藥物治療後為可逆性反應。少數病例可能有逆

理反應，包括幻覺、靜坐不能或憂慮等。 

警語/注意事項 

1.以下患者禁用本品：已知對本品或其他代謝物過敏的

病人，嚴重抑鬱症病人，昏迷病人或 Parkinson 症患者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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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已知或懷疑有 QT 波延長之病人時需極度小心

(如：充血性心衰竭，心膊過慢，使用利尿劑、低血鉀、

低血鎂或其他已知使用後會延長 QT 波之藥物），其

他之危險因子包括年齡超過 65 歲，酒精濫用、及使用

其他藥品如：benzodiazepines. volatile anesthetics.及 IV 

opiates。 

外觀標記 

 Dropel® 2.5mg/1mL:透明玻璃小瓶 

 

Flupentixol 0.5mg+ Melitracen 10mgN/A 

Deanxit® 0.5mg/tab <ODEAN> 

臨床適應症 

焦慮症、憂鬱症 

劑量 

成人：早晨和中午各服 1tab，如病情較重早晨劑量可增

為2 tab，維持劑量一般早晨1tab，如有嚴重不安和失眠，

可另加服鎮靜劑。 

不良反應 

建議劑量內極少有副作用，偶有不安和失眠亦是暫時

性。 

過量症狀多由 melitracen 中毒之抗膽鹼作用之症狀，少

數由於 flupentixol 之錐體束外症候群。出現時症狀治療

與支持治療，洗胃越快越好，可投與活性碳，亦可應用

adrenaline，痙攣可用 diazepam，克服錐體束外症候群可

用 biperiden。 

警語/注意事項 

1.之前服用有鎮靜作用之精神安定劑，應慢慢減量停用，

孕婦和授乳時不宜使用。 

2. 禁忌症：心肌梗塞後恢復期，未治療的狹角性青光

眼，急性酒精、巴比妥及鴉片類中毒。服用 MAOI

兩週內，不宜用於興奮和活動過旺的病人，可能會引

起高血壓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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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標記 

Deanxit ®:桃紅色圓凸糖衣錠 

 

FlupentixolC 

Fluanxol dragees ®3 mg/ tab<OFLUA> 

臨床適應症 

精神分裂症及一切精神病症狀之長期患者。 

劑量 

起初 1.5~3mg/day 分 2~3 次服用。以後每 3 天增 1mg，

6mg/day 當可達滿意效果。必要時可達 9mg/day 至得到

安定的效果後再適當的漸減，維持 3~4mg/day。 

不良反應 

高劑量可能有錐體外徑症狀，可用抗帕金森劑對抗之。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急性巴比妥鹽、酒精、鴉片中毒、過度興奮、

激動，及孕婦忌服。患有器質性腦病變痙攣及進行性

肝病者應小心使用。 

 2.可能改變胰島素和葡萄糖之反應,因此糖尿病患者使

用抗糖尿病藥物須被調整。 

 3.病人長期治療，尤其使用高劑量投與時應小心監測，

並定期評估以決定是否降低維持劑量。 

 4.併用巴比妥藥物及其他中樞神經抑鬱劑時需注意：本

品可能增強酒精的鎮靜效果。 

外觀標記 

Fluanxol dragees ®:土黃色圓形扁狀膜衣錠 

 

MirtazapineC 

Smilon F.C. ®15 mg/tab < OSMIL > 

臨床適應症 

鬱症。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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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起始劑量為 15mg/QD，可依臨床反應增加劑量。常

用劑量為 15-45mg/day。 

不良反應 

食慾增加與體重增加。 

警語/注意事項 

1. .Mirtazapine 不可與 MAO 抑制劑同時使用，或在停

止這些藥物後的二星期內使用。 

2.Mirtazapine可能使benzodiazepines及其他鎮靜劑增加

鎮靜作用，也可能會增加酒精的中樞抑制作用。 

3.若其他血清素類作用藥物(如 SSRI 與 venlafaxine)與

mirtazapine 併用時，可能導致血清素樣症狀。若考慮

因治療上的需要併用時，應小心調整劑量與充分密切

監測 

4.若 mirtazapine 與 warfarin 合併治療時，建議要監測

INR。 

外觀標記 

Smilon F.C. ®:橢圓形黃色錠劑，N｜K，448 

 

RisperidoneC 

Spiterin F.C. ® 1mg/tab <OSPIT> 

臨床適應症 

急慢性精神分裂症與其他精神病狀態之活性症狀(如幻

覺、妄想、思考障礙、敵意、多疑)與負性症狀(如情感

遲滯、情結與社交退縮、缺乏言談)。可減輕伴隨精神

分裂症產生之情感症狀(如憂鬱、愧疚感、焦慮)。 

劑量 

第一天 1mg BID；第二天 2mg BID；第三天 3mg BID。

第三天以後，劑量可持續不變或視情況而加以調整，劑

量為 2-4mg BID。投與劑量超過 5mg BID 時，其療效未

必優於較低劑量，且可能導致錐體外徑副作用。如需加

強鎮靜作用，可添加 BZD 與本品併用。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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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失眠、精神激動、焦慮、頭痛、光敏感、體温

調節能力降低。本品較傳統抗精神分裂症藥物少引起

錐體外徑作用，少數病例仍可能產生錐體外徑症狀，

如降低劑量或必要時投與抗巴金森藥物，症狀可消

除。 

警語/注意事項 

1.可能產生直立性低血壓，在最初劑量調整期間更應特

別注意。應小心使用於心臟血管疾病患者。。 

2.一旦產生遲發性運動困難之徵兆或症狀，應考慮中止

所有抗精神病藥物之治療。 

3.帕金森氏病患服用時應小心，因為可能導致病情惡

化。 

4.由於可能增加體重，應告知病人避免飲食無度。 

5.本品可能會干擾需要警覺性之活動。因此，應警告病

人在恢復個人敏感度以前不得駕駛或操作機械。 

6.服用本品可能皮膚會對光敏感，不宜暴曬陽光下。. 

外觀標記 

Spiterin F.C. mg ®:白色長錠,SK,1 

 

LorazepamD 
 Anxicam® 2mg/1ml/amp <IANXI> 

 Lorazin® 0.5mg/tab <OLORAZ> 

 Silence® 1 mg/tab <OSILE> 

臨床適應症 

焦慮狀態 

劑量 

針劑 IM: 不經稀釋直接行深部肌肉注射。常用

0.05mg/kg，最大劑量為 4 mg。手術前 2 小

時給藥。 

針劑 IV:用等體積的生理食鹽水或注射用水稀釋。IV 給

藥須緩慢，限 1 分鐘 2mg 以下的速率。常用

0.044mg/kg 或總量 2mg。手術前 15~20 分鐘

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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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每日平均劑量 2~4mg 分次使用。一般初劑量

1~3mg 分 2~3 次。若用於治療失眠，可於睡前

一次給與全日劑量 2~4mg。 

不良反應 

嗜眠,頭疼,眩暈,耳鳴,視覺模糊,低血壓,搔癢發疹。 

警語/注意事項 

1.服藥期間需避免併用酒精性或含有咖啡因的飲料、葡

萄柚或葡萄柚汁。 

2.下列患者禁用:對 Benzodiazepaine 過敏。急性狹角性

青光眼、急佳酒精中毒、昏迷、休克、懷孕、授乳

婦。 

外觀標記 

Anxicam ®:棕色玻璃瓶 

 Lorazin ®:白色、圓扁型錠劑、有刻痕 

Silence®:白色、圓扁型錠劑、有 A 刻痕 

 

DiazepamD 

Diapine® 2mg/tab <ODIAPI> 

Dupin 10mg/2ml /amp <IDUPI> 

臨床適應症 

焦慮狀態、失眠、肌肉痙攣 

劑量 

抗焦慮、安眠：5~30mg/day。 

急性酒精戒斷：第一次 10mg，此後視需要一天 3~4 次，

劑量以能維持鎮靜為原則。 

抗痙攣劑：2~10mg，一天 3~4 次。 

骨骼肌鬆弛：2~10mg，一天 3~4 次。 

不良反應 

嗜睡、鎮靜、不安、便秘、眩暈、頭痛、噁心或嘔吐等 

警語/注意事項 

1.遇有下列情況，本藥之使用應小心考慮：急性酒精中

毒，曾濫用藥物或有依賴性者，癲癇，肝或腎功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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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低血清白蛋白，嚴重的精神抑制，重症肌無力

症，急性狹角性青光眼或有此傾向者，精神病，嚴重

慢性阻塞肺部疾病。 

2.服用過量之本藥應立即處理，必要時可給本藥之解毒

劑 Flumazenil，須監視其呼吸、脈搏、血壓並維持呼

吸通暢。 

外觀標記 

Diapine ®:白色圓形錠, 2 

 

Midazolam HClD 

Dormicum® 15 mg/3 ml/amp <IDORM> 

Dormicum ®7.5mg/tab <ODORM> 

臨床適應症 

知覺鎮靜、急救加護病房鎮靜、麻醉誘導及維持、手術

前給藥。 

劑量 

針劑：靜脈注射必須很慢，做麻醉誘導(大約 10 秒鐘

2.5mg，做基礎鎮靜，約 30 秒鐘 1mg)。 

口服：7.5~15mg。應從最低劑量開始。 

不良反應 

白天昏睡、情感麻木、警覺性降低、意識混亂、疲倦、

暈眩、肌肉無力、運動失調、複視 

警語/注意事項 

1.本品對原發療法的精神病和嚴重憂鬱症、不眠症不適

合使用，如有上述病症則必須予以治療。 

2.須小心使用者：嚴重呼吸不全者或身體一般狀況欠佳

(增加藥物的敏感性)，重症肌無力病人。 

3.使用本品後避免開車及操作危險機器。 

外觀標記 

Dormicum® 15 mg/3 ml/amp ®:透明玻璃瓶 

Dormicum ® 7.5mg/tab:白色橢圓形膜衣錠;ROCHE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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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azepamD 

Alepan® 15mg/tab <OALEPAN> 

臨床適應症 

焦慮、不安，精神神經病，或伴隨器官性疾病或情緒上

壓力而引起的緊張。酒精脫癮症狀。對原發性精神病無

幫助但可用以輔佐抑鬱劑或其他的治療。 

劑量 

成人：器質性疾病或壓力引起的焦慮15mg一天3~4次，

嚴重焦慮 15~30mg 一天 3~4 次。 

老年: 7.5~15mg 一天 2~3 次。 

不良反應 

短暫輕微的暈眩，頭痛，噁心，嗜眠，語言混亂，顫抖，

通常劑量降低即可控制。極少見白血病、肝功能不正常，

此時需要停藥。 

警語/注意事項 

1. 中樞神經抑制劑會加重本品的中樞抑制作用。 

2. 長期使用建議定期檢查血液及肝功能。老人和低血

壓患者，肝腎功能不全者，使用時須小心。 

外觀標記 

Alepan®:淡黃色圓形素錠 

 

OxazolamC 

Lutin ® 10mg/cap <OLUTI> 

臨床適應症 

焦慮狀態 

劑量 

成人 10~20mg TID。麻醉前投藥時，通常手術前

1~2mg/kg 口服。視年齡病狀，可適宜增減。 

不良反應 

靜坐不能，動作遲緩，月經不規則，視力模糊，心律不

整 

警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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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急性窄角性青光眼及重症肌無力為本品使用禁忌。 

2. 長期服用本品，如需停藥時請逐步降低劑量。 

3. 投藥期間勿飲酒，因會加強本品作用。投與本品物

從事開車等高危險性機械操作。 

外觀標記 

Lutin®:白色膠囊,YSP,LTC 

 

AlprazolamD 

Kinax® 0.5mg/tab <OKINA> 

臨床適應症 

焦慮狀態，恐慌症 

劑量 

焦慮，抑鬱：起始劑量 1mg/day 分 1~2 次服用，一般劑

量範圍 0.5~4mg/day 分 1~2 次服用。 

恐慌相關病症：起始劑量 0.5~1mg/day 分 1~2 次服用，

一般劑量範圍5~6mg/day分1~2次服用，

偶爾病人需要高達每日 10mg。調整劑

量時每 3~4 日增加量不應超過 1mg 

不良反應 

昏昏欲睡，頭暈眼花 

警語/注意事項 

 1.服用本品請避免駕駛或操作危險機械。 

 2.懷孕前三個月或授乳婦禁用。 

外觀標記 

Kinax® 0.5mg:淡紅橢圓形，S/K，201 

 

FlunitrazepamD 

Fallep®2mg/tab <OFALL> 

臨床適應症 

失眠 

劑量 

成人睡前口服 0.5~1mg，最多不超過 2mg。老年及摔若

病人，起始劑量勿超過 0.5mg，藥效不足時可加至 1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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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藥應避免長期使用及使用達 4 週以上。 

不良反應 

精神分裂病患者，偶有刺激興奮、錯亂。連續大量使用

有藥物依賴性，大劑量或連續使用期間有時會引起痙癴，

發抖，不眠，因此要中止用藥需緩慢減量。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小兒、急性狹角青光眼患者，重症肌無力患者

禁用。下列患者原則上不投與，但特別需要時

須密切慎重考量下使用：呼吸機能不良時的肺

性心肺氣腫，支氣管氣喘及急性腦血管障礙

者。 

2.與酒精、中樞神經抑制劑、MAOI 並用會加強作用。 

外觀標記 

Fallep ®:白色圓錠,2,+ 

 

Flurazepam HClX 

Dalmadorm®30mg/cap <ODALM> 

臨床適應症 

失眠 

劑量 

成人 30mg HS，可視個別症狀調整，通常劑量 15~60mg

間。老年則從 15mg 起始劑量，再視個別反應增加。 

不良反應 

嗜睡、眩暈、口乾、苦味味覺。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重症肌無力，狹角性青光眼。 

 2.本藥和其他中樞神經抑制劑並用會增強鎮靜效果。

使用本品併服葡萄柚汁時，應注意可能產生的交互

作用。 

外觀標記 

Dalmadorm ®:黑/灰色硬膠囊;ROCHE 30 VALEANT 

 

Fludiazep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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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pine ®0.25mg/tab <OFLUP> 

臨床適應症 

焦慮狀態，失眠，肌肉痙攣 

劑量 

成人通常 0.25mg TID，可依年齡症狀增減。 

不良反應 

依賴性，頭暈目眩，頭痛，急躁感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重症肌無力，狹角性青光眼。 

 2.本藥和其他中樞神經抑制劑並用會增強鎮靜效果 

外觀標記 

Flupine ®:白色圓形,JCP,G/38 

 

EstazolamX 

 Esomin ®2mg/tab <OESOM> 

臨床適應症 

失眠 

劑量 

成人 1~2m/ HS，應就患者病情、年齡、疾患之種類等

酌情增減。 

不良反應 

依賴性，頭暈目眩，頭痛，急躁感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重症肌無力。 

 2.本藥和其他中樞神經抑制劑並用會增強鎮靜效果。使

用本品併服葡萄柚汁時，應注意可能產生的交互作

用。 

外觀標記 

Esomin ®:白色圓形扁凸狀素錠;PL/T24 

 

BromazepamD 

Lexotan ®3mg/tab <OLEXOT>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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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狀態 

劑量 

1.5~3mg/TID，嚴重時一天 2~3 次，每次 6~12mg。原

則由小劑量調整至適中量，待病情改善後，通常是 3~6

週再逐漸減量。 

不良反應 

思睡，頭昏眼花，抑鬱，眩暈，噁心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嚴重肝功能不足或睡眠呼吸停止症候群病人。

有心臟障礙、肝或腎障礙患者，腦有器質性障礙患者、

老年、身體衰弱者宜謹慎用藥。 

2.本藥和其他中樞神經抑制劑並用會增強鎮靜效果。 

外觀標記 

Lexotan ®:粉紅色圓錠;ROCHE／3;／ 

 

ClonazepamD 

 Rivotril ®2mg/tab <ORIVO> 

 Rivotril ® 0.5mg/tab <ORIV> 

臨床適應症 

癲癇 

劑量 

成人：起始劑量不可超過 1.5mg/day，分 3 次給藥之後

每 3 天增加 0.5mg 直到癲癇被控制，通常維持劑

量 3~6mg/day。 

不良反應 

依賴性，注意力不集中，嗜睡，反應緩慢。在嬰兒及較

小的兒童，本品可能增加唾液和支氣管分泌物，須特別

注意維持呼吸道通暢。 

警語/注意事項 

 1.用於酒精或藥物濫用病人，嚴重肝損傷者，脊髓或小

腦性失調症病人應小心。 

 2.使用本品應避免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3.於癲癇病人中，抗痙攣藥包括本品不應突然停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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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減低藥量或停藥時應逐步進行。 

外觀標記 

Rivotril ®2mg :白色圓錠;ROCHE˙2˙;＋ 

Rivotril ® 0.5mg/tab:淺紅橘色圓錠;ROCHE˙0.5˙;＋ 

 

Zolpidem HemitartrateC 

 Sleepman ®10mg/tab <OSL> 

 Stilnox F.C. 10 mg/tab <OSTIL> 

臨床適應症 

失眠 

劑量 

成人一般劑量 10mg/day。必需以最低有效劑量開始治

療，不可超過最高劑量。本品作用快速，需睡前服用，

甚至在床上服用。 

不良反應 

夢遊，頭痛，精神紊亂，生理及心理依賴性，步態不穩

或跌倒，肝臟酵素升高，血管性水腫 

警語/注意事項 

 1.本品含乳糖，故禁用於先天性半乳糖血症、葡萄糖及

半乳糖吸收不良或乳糖酵素缺乏等狀況。 

 2.本藥和其他中樞神經抑制劑並用會增強鎮靜效果。應

避免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外觀標記 

Sleepman ®10mg:白色長橢圓形錠劑; CM; 刻痕 

 

ZopicloneD 

Uniclone F.C. ®7.5mg/tab <OUNIC> 

臨床適應症 

失眠 

劑量 

成人建議劑量為 7.5mg。不可超過 7.5mg 之劑量。必須

在睡前服用。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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暈眩，頭痛，噁心，口乾。少有神經性及非常規反應如

夢饜、興奮、神經錯亂、幻覺、攻擊性，及可能與健忘

有關的不當行為產生。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重症肌無力，呼吸衰竭，嚴重睡眠呼吸暫停症，

嚴重肝功能不全 

2.停止使用本品前應逐漸降低劑量，療程應盡量減短，

包括劑量減量期間，應不要超過 4 週。 

3.本藥和其他中樞神經抑制劑並用會增強鎮靜效果。應

避免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外觀標記 

Uniclone F.C. ®:白色，長橢圓形錠劑，UN439 

 

SertralineC 

CenZoft Concentrate Solution®60 ml /bot <OCENZ> 

臨床適應症 

鬱症、強迫症、恐慌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社交恐

懼症及經前不悅症 

劑量 

成人與兒童之每日最高使用劑量為 200 毫克。每次調整

劑量間之間隔期間最好不要短於一星期。 

鬱症及強迫症：成人 50mg/天 (2.5ml/天)。6-12 歲：25mg/

天 (1.25ml/天)。13-17 歲：50mg/天 (2.5ml/天) 

恐慌症、PTSD 及社交恐懼症：25mg/天 (1.25ml/天)開

始，1 週後增加到 50mg/天 (2.5ml/天)。 

經前不悅症：50mg/天 (2.5ml/天)，在月經週期期間可

增加劑量到 150mg/天(以 50ml/月經週期的速度增加)，

或在月經週期的黃體期增加劑量到 100mg/天。若黃體

期劑量已達 100mg/天，則應在黃體期前 3 天，加上一

50mg/天之劑量漸增期。 

不良反應 

胃腸道：口乾，減少食慾、噁心、腹瀉、便秘。 

中樞神經系統：激動、失眠、鎮靜、頭痛、震顫、頭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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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礙及冒汗、少有低血鈉（大部份發生於老人）。 

 

警語/注意事項 

1.不可和 MAOI 併服。 

2.對 Sertraline 成分過敏的病人。 

3.不可與 thioridazine、pimozide 併用。 

外觀標記 

CenZoft ®:白色口服瓶裝 

Smoking Deterrent-Nicotine Patch 
 

NicotineD 

Smokefree No.10 ®<ESMOK10> 

-Each pieNicotine 2.08 mg/cm, 10 cm/piece 

Smokefree No.15 ®<ESMOK15> 

-Each pieNicotine 2.08 mg/cm, 15 cm/piece 

臨床適應症 

幫助戒菸 

劑量 

 第 1-2 週  第 3-6 週 第 7-8 週  

每日吸煙

20 支以上 

15 號每天 1

片 

15 號每天 1

片 

10 號每天 1

片 

每日吸煙

19 支以下 

15 號每天 1

片 

10 號每天 1

片 

5 號每天 1

片 

不良反應 

較常發生皮膚紅腫或刺痛感之副作用，為尼古丁對皮膚的

刺激，通常每天換位置即可。如起水泡或皮膚症狀明顯

可用類固醇藥膏改善。有些人會有睡不著等戒斷症狀，

幾週後睡眠就會改善。 

警語/注意事項 

1.貼在頸部以下腰部以上的軀幹或手臂，避免流汗或關節

活動的地方。每天早上貼一片，同時把舊片撕掉，洗手

或洗澡時不用撕下。使用完本藥品要洗手。 

2.使用時請停止抽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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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抽菸會增加以下藥物代謝：Acetaminophen, caffeine, 

imipramine, oxazepam, pentazocine, propranolol, 

theophylline 。請注意戒菸期間，不管有無使用尼古丁類

戒菸藥，這些藥物作用可能會比抽菸期間強。 

4.急性心肌梗塞 2週內、嚴重心律不整、不穩定的心絞痛、

懷孕、青少年都不建議使用尼古丁。 

外觀標記 

Smokefree No.10 ®:外用片裝 

Smokefree No.15 ®:外用片裝 

Varenicline 
VareniclineC 

Champix® 1mg/box <OCHAM1> 

臨床適應症 

戒菸輔助劑。 

劑量 

第 1~3 日：0.5 mg 1 顆 QD。第 4~7 日：0.5 mg 1 顆 BID。 

第 8 日至療程結束：1 mg 1 顆 BID。完整療程共 12 週。 

不良反應 

噁心、頭痛、失眠、便秘、脹氣、嘔吐及睡眠障礙等。 

警語/注意事項 

1.飯後服用，以一整杯水配服。若沒喝足夠的水可能反

胃 

2.服用初期可能會有情緒低落，甚至有自殺念頭之情形

發生，若發生該等情形，應盡速洽詢醫師。 

外觀標記 

Champix®  :淡藍色雙凸錠劑;Pfizer，CHX 1.0 

 

Antimicrobials 
健保規範 

Amoxicillin + clauvulanic acid（如 Augmentin tab）：(85/1/1)

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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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急性化膿性中耳炎或急性化膿性鼻竇炎。 

2. 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3. 厭氧性細菌感染。 

4. 菌血症等適應症，得免附細菌敏感試驗報告，惟以十

日為限。 

內服液劑之使用原則(94/11/1、97/3/1) 

(一)12 歲(含)以下兒童得使用內服液劑。 

(二)施行管灌飲食等不適合服用錠劑之病人，得依病情

需要使用內服液劑。 

 

Penicillins 
Amoxycillin TrihydrateB 

Amoxicillin® 250 mg/cap <OAMO>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

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小孩：< 40 公斤，20~40 mg/kg/day，均分 2~3 次給予。 

嬰兒：< 3 個月， 30 mg/kg/day，均分 2 次給予。 

成人:每 8 小時服用一次，每次 250~500mg。 

≧3個月以上嬰幼兒: 20~40 mg/kg/day 均分3次給予或

25~45 mg/kg/day 均分 2 次給予。 

< 3 個月嬰兒: 30 mg/kg/day 均分 2 次給予。 

不良反應 

急性過敏反應，偽膜性結腸炎，顆粒性白血球缺乏。 

警語/注意事項 

若有過敏徵兆(如發燒、氣喘聲、全身發癢、呼吸困難)，

就要立刻停藥，必須立即使用急救藥及保持呼吸通暢。 

禁忌:對 Penicillin 過敏，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症。 

外觀標記 

Amoxicillin® :鮮紫藍/淡青色膠囊，KDM-AX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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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xycillin 250mg + Clavulanate 125mgB 

Augmentin® 375 mg / tab <OAUGM> 

Augmentin® Syrup 31.25 mg/ml, 100 ml /bot <OAUGMS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

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嬰兒< 3 個月: 30 mg/kg/day，均分 2 次給予。 

小孩< 40 公斤: 20~40 mg/kg/day，均分 2~3 次給予。 

成人及 12 歲以上的兒童輕至中度感染 : 1tabs/tid 

嚴重感染: 2tabs/tid .可先以注射劑型開始治療，再改用

口服劑型持續治療。 

不良反應 

腹瀉、消化不良、噁心、嘔吐、過敏反應、暈眩、頭

痛。 

警語/注意事項 

使用前請加冷開水至 100ml，搖勻後使用，未用完部分

放冰箱冷藏(2-8℃)，可保存一星期。一星期後如未用

完請丟棄，不可再使用。服藥期間，請勿自行停藥。 

外觀標記 

Augmentin® :白色橢圓形膜衣錠，AUGMENTIN  

Augmentin® Syrup : 玻璃瓶裝粉劑 

 

Amoxycillin 1000mg + Clavulanate 200mg 

Moxiclav® 1.2g/ vial < IMOXIC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它

具有感受性細菌所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成人及 12 歲以上小孩﹕靜脈注射/輸注，每 8 小時 

1.2g。用於更嚴重感染時，可將投藥頻率提高為每 6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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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次。 

3 月齡 ~ 12 歲以下小孩﹕靜脈注射/輸注，每 8 小時

靜脈注射/輸注 30mg/kg*。用於更嚴重感染時，可將投

藥頻率加快為每 6 小時一次。 

0 ~ 3 月齡嬰兒﹕早產嬰兒及足月嬰兒於新生兒期，每 

12 小時靜脈注射/輸注 30mg/kg，之後將投藥頻率加快

為每 8 小時間隔投藥。 

*每 30 mg的Moxiclav中含有 25 mg的 amoxicillin  及 

5 mg 的 clavulanic acid 。 

不良反應 

腹瀉、消化不良、噁心及嘔吐。 

警語/注意事項 

Moxiclav 可以靜脈注或間歇輸注的方式給藥；但不適

用於肌肉注射給藥。 

 

OxacillinB 

Ocillina® 500mg /vial< IOCIL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

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成人及小孩重 40 公斤以上：每 4 ~6 小時給予 250 

mg-500 mg。 

小孩體重在 40 公斤以下：50 mg/kg/day 平分為每 6 小

時給予一次。 

注意：由吸收及排出的資料顯示，對早產兒及新生兒

給予 25 mg/kg/day 已足可達到治療濃度。 

更嚴重的感染(ex:下呼吸道或散佈性的感染)： 

成人及體重 40 公斤以上的兒童：每 4 ~6 小時給予 1 g 

或更高劑量。 

小孩體重 40 公斤以下者：100 mg/kg/day 或更高劑量，

平均分為每 4 ~6 小時給予一次。 

腎功能不全的病人通常無需調整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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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蕁麻疹、癢、噁心、嘔吐、腹瀉、發燒。 

警語/注意事項 

以 Oxacillin 作長期的治療時，階段性的對腎、肝及造

血系統的功能加以評估，是必須做的一件事。血液培

養，白血球及其他不同血球的計數須在治療前先做過

一次，在以 Oxacillin 治療的期間則最少每星期再做一

次。 

尿液分析也是階段性必須做的工作，血中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的含量，肌氨酸酐(creatinine)、AST (SGOT)

及 ALT (SGPT)的濃度也都是以 Oxacillin 治療期間須測

定的項目。若以上這些項目的數字升高時，應考慮改

變治療劑量。 

 

Ampicillin 1g + Sulbactam 0.5gB 

Subacillin® 1.5g / vial < ISUBA > 

臨床適應症 

鏈球菌、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克雷氏菌、沙雷氏菌、

流行感冒嗜血桿菌、引朵陰性變形桿菌屬、檸檬酸菌

屬、厭氧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1.使用於成人肌肉/靜脈注射劑常用的劑量，為 1.5g~12g

的日劑量分成每 6 或 8 小時給予一次，每天 Sulbactam

的最大劑量為 4g，較不嚴重的感染可以每 12 小時注射

一次。 

2. 用以預防手術感染時，應在誘導麻醉時給予 1.5~3g

的肌肉/靜脈注射劑，這種劑量可以每 6~8 小時重覆給

予一次，除非治療需要，否則通常在手術後 24 小時即

可停止用藥。 

3. 治療非併發性的淋病，可給予單一 1.5g 劑量的肌肉/

靜脈注射劑，並應同時口服 1.0 公克的 probenecid 以延

長 Sulbactam sodium/ampicillin sodium 的血漿濃度。 

4. 使用於孩童、嬰兒和新生兒:劑量 50mg/kg/天。在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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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嬰兒和新生兒中，按照一般 ampicillin的使用方式，

每 6 或 8 小時注射一次。對於一週大的新生兒(特別是

早產兒)，建議使用的劑量為 75mg/公斤/天，分次每 12

小時注射一次。 

5. 使用於腎功能障礙患者:在腎功能嚴重受損的病人中

(肌胺酸清除率≦30ml/分)，sulbactam 和 ampicillin 的

清除動力學受影響的程度類似，因此血漿中二者之比

例仍維持不變。對於這樣的病人，應比一般 ampicillin

使用法減少使用本品的次數。 

不良反應 

注射部位疼痛、全身性-類過敏反應和過敏性休克、腸

胃、噁心、嘔吐、腹瀉和假膜性結腸炎。 

警語/注意事項 

病人為感染性單核白血球增多症或有因 sultamicillin 

tosylate 引起休克病史者禁用。 

 

Piperacillin 2g + Tazobactam 0.25gB 

Tapimycin® 2.25g / vial <ITAPI> 

臨床適應症 

Piperacillin 具有感受性，以及對 Piperacillin 具抗
藥性但對 Piperacillin / Tazobactam 有感受性之

β-lactamase 產生菌株所引起之中至嚴重程度感染。 

劑量 

1.劑量：一般劑量為 3.375g（3g piperacillin 及 0.375g 

tazobactam）q4~6h，腎功能不全病患應視腎功

能調整劑量；Ccr 為 20-40 mL/min 時，建議劑

量為 2.25g q6h，Ccr <20 mL/min 時，建議劑量

為 2.25g q8h。  

2.用法：每小瓶須用至少 10mL 的稀釋液（無菌水、0.9

％NaCl 或 D5W）先行將瓶內的粉末溶解，再

加入可相容之稀釋液（至少 50mL），靜脈輸注

時間須超過 30 分鐘。注意 Lactated 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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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不可和 Tapimycin 配伍。 

不良反應 

胃腸道不適、過敏反應及頭痛等。 

警語/注意事項 

1.腎功能不全的病患應視腎功能調整劑量。 

2.長期使用本品治療，須定期監測肝、腎及血液系統。 

3.因本品為鈉鹽製劑，對於體內鉀的貯存量太低、或可

能產生低血鉀（如使用利尿劑或 Cytotoxic Drugs）的

病人，需定期監測電解質濃度，此外，對於限制鈉攝

取的患者，也要小心使用。 

4.併用高劑量 Heparin、口服抗凝血劑或其他會影響凝血

系統的藥品，需嚴密監測凝血功能。 

5.使用於孕婦及小於 12 歲孩童的安全性尚未建立。 

 

Cephalosporins-第 1 代 

Cefazolin 1g B 

Cefa® 1 g / vial <ICEF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

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成人- 1g /day，兒童 - 20～40mg/kg /day，分二次緩慢

靜脈注射。若成效不彰時，成人 - 1.5～3g /day，兒童 - 

50mg/kg /day，分三次使用。 

嚴重時，成人- 5g /天，兒童 - 100mg/kg /day，分次使用。 

不良反應 

發疹、蕁麻疹、紅斑、搔癢、發熱、頭痛，頭暈目眩

及全身倦怠 

警語/注意事項 

1.大量靜脈注射將會引發血栓性靜脈炎、血管痛，因此

需要調整注射量，注射部位或注射方法，儘可能採取

緩慢的注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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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難以使用靜脈注射的狀況下，才可進行肌肉注射。 

3.溶解後的肌肉注射液禁止使用於靜脈注射。 

4.注射部位會有硬塊產生或感到疼痛。 

 

CephalexinB 

Cephalexin® 250mg / cap < OCEPH > 

Phel® 1 g / vial < IPHEL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

具有感染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Cephalexin: 

成人及體重 40kg 以上兒童：通常一次 250mg，每 6 小

時服用一次，重症時可增至一次 500mg，每 6 小時服

用。 

幼兒：一天劑量依體重每公斤 25~50mg ；重症時，可

增至 50~100mg 分 4 次服用。 

Phel: 

成人每日 2~8g，幼兒每公斤體重 50~100mg /天 

不良反應 

消化不良/腹瀉/短暫性肝炎或黃疸/血液或肝功能異常/

過敏反/Vit K 缺乏、Vit B 缺乏 

警語/注意事項 

靜脈內大量投與會引起血管痛、血栓靜脈炎。預防方

法須注意注射液之調製、注射部位及注射方法，減緩

注射速度。 

 

CephradineB 

S-60® 1g / vial <IS60 > 

Topcef ® 500mg / cap <OTOPC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

它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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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0: 

成人:2~4g/day，分 4 次經肌肉或靜脈注射；嚴重性感染

時，可每 4 小時投與一次，但一日最高劑量不得超

過 8g。 

兒童:50~100mg/kg/day，且此劑量應視患者之年齡、體

重、及感染嚴重程度加以適當調整。 

Topcef: 

成人:500mg/q12h，重症或需加強效果時可增至

500mg/q6h 

9 個月以上:20~25/kg/day，重症或需加強效果時可增至

75~100mg，間隔 6~12h 均分使用。 

不良反應 

偽膜性結腸炎、嘔吐、皮膚疹、水腫、蕁麻疹、頭痛、

眩暈、呼吸困難、念珠菌性陰道炎、注射部位血栓靜

脈炎。 

警語/注意事項 

嚴重的過敏反應，應立即停藥並以Epinephrine，Oxygen，

Antihistamines，Steroid 急救。 

外觀標記 

Topcef ® : 藍橘色膠囊 GP361  

 

Cephradine Monohydrate 

Unifradine® 250 mg / Cap<OUNIF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

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成人:250~500mg qid，嚴重性慢性感染症 1g/q6h。 

9 個月以上:20~25/kg/day，流行性感冒引起中耳炎

75~100mg/kg/day，間隔 6~12h 均分使用，

max : 4g。 

不良反應 

蕁麻疹、淋巴結腫脹、關節痛、噁心、嘔吐、下痢 



 

304 

 

警語/注意事項 

對 cephem、penicillin 過敏或有高度腎障礙患者小心使

用。 

外觀標記 

Unifradine®藍色/橘色，長橢圓形，CKN,250  

 

Cephalosporins-第 2 代 

 

CefmetazoleB 

Cetazone 1g / vial<ICETAZ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

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 

劑量 

成人: 一日量 1-2g，分成二次 ;  

小孩:25~100mg/kg/day，分成 2~4 次。 

針對難治性或重症感染症依症狀增量至成人 4g/day，小

孩 150mg/kg/day，均分成 2~4 次投與。 

不良反應 

蕁麻疹、紅斑、搔癢、發汗、噁心、嘔吐、下痢 

警語/注意事項 

(1)本品乾粉可使用注射用蒸餾水、生理食鹽水、葡萄糖

注射液 10ml 溶解。 

(2)如需以靜脈輸注大瓶輸注液時，請勿使用注射用蒸餾

水稀釋(恐影響溶液等張比)。 

(3)稀釋後於室溫下可貯放 24 小時。 

 

CefoxitinB 

Cexitin® 1 g/ vail <ICEXI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

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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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本品可供靜脈或肌肉注射 

通常成人劑量如下表: 

感染類型 每日使用總劑

量 

使用次數及途徑 

無併發症感染 

如肺炎、泌尿道感

染、皮膚感染 

3~4 g 1g/6~8hr/IV 

中等嚴重或嚴重感

染 

6~8 g 1g/4hr 或 

2g/6~8hr/IV 

需要較高劑量之感

染(如氣性壞疽) 

12 g 2g/4hr 或

3g/6hr/IV 

 

腎功能不全之成人患者之維持劑量: 

腎功能 肌酸酐廓

清率 

ml/min 

劑量 使用次數 

輕度損害 50~30 1~2 g q8hr~q12hr 

中度損害 29~10 1~2 g q12hr~q24hr 

嚴重損害 9~5 0.5~1 g q12hr~q24hr 

幾乎無功能 <5 0.5~1 g q24hr~q48hr 

不良反應 

栓塞性靜脈炎、紅疹、搔癢、發熱、腹瀉。 

警語/注意事項 

1. 暫時性或持續性尿量減少者，劑量要酌減。 

2. Cexitin 可排於人乳中，須小心使用。 

 

Cephalosporins-第 3 代 

 

CeftazidimeB 

Cefdime® 1g / vial <ICEFD> 

臨床適應症 

Ceftazidime 是殺菌性頭孢子菌抗生素、對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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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lactamase 有抵抗力、並對廣範的革蘭氏陽性及陰性的

細菌有效。 

劑量 

成人:1~6 g/day；每 8 或 12 小時做靜脈注射。 

老人:一般劑量不超過每日 3 公克，特別是年紀超過 80 

歲的老人。 

嬰兒及兒童：超過兩個月大的兒童，30 ~100 mg/kg/day，

分 2~3 次投藥。使用於受感染，而免疫受損

或纖維性囊腫的兒童，或於患有腦膜炎的兒

童。可給予高達 150 mg/kg/日（最高每天 6 

克）之劑量，分 3 次給藥 

不良反應 

靜脈炎或血栓性靜脈炎、斑丘疹或蕁麻疹、發熱、瘙
癢、腹瀉、噁心、嘔吐、腹 

警語/注意事項 

Cefdime 可排於人乳中，須小心使用。 

 

CefiximeB 

Cefspan® 100 mg /Cap <OCEFS > 

臨床適應症 

Streptococcus spp.，s.pneumoniae，n.gomorrhoeae，

branhamella catarrhalis，e. coli，klebsiella spp.，serratia spp.，

proteus spp.，h. influenzae 菌當中，由 Cefixime 感受性菌

引起之下述感染症，支氣管炎、支氣管擴張症（感染時），

慢性呼吸系疾病的繼發性感染、肺炎、腎盂腎炎、膀胱

炎、細菌性尿道炎。中耳炎、副鼻竇炎。 

劑量 

成人及 30kg 以上小兒: 50~100mg/次，bid/day  

重症或推測效果不彰時: 200mg/次，bid/day  

不良反應 

過敏性休克、發熱、頭痛、關節痛、腹瀉、腹痛、噁
心、嘔吐、vit K 缺乏、 vit B 缺乏 

警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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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penicillin 過敏、有中重度腎功能不全患者須小心使

用。 

外觀標記 

Cefspan® :淡橙色硬膠囊，f 319 / f319  

 

CeftriaxoneB 

Ceftriaxone® 1g / vial < ICEFTR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
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成人及 12 歲以上孩童:1～2g/次，qd 

小兒腦膜炎:100mg/kg/day(最大可至 4g) /qd  

不良反應 

稀便、腹瀉、噁心、嘔吐、口炎、舌炎、過敏性皮膚
炎、蕁麻疹、水腫。 

警語/注意事項 

不得與含鈣溶液或產品混和或同時注射，即使是經由
不同輸注管線。 

健保規定: 

10.3.3. Ceftriaxone：（95/6/1） 

用於疑似或證實為淋病尿道炎、子宮頸炎、軟性下疳時，

可第一線單一劑量使用。 

 

Cephalosporins-第 4 代 

Cefepime 

Cefim® 500mg/vial < ICEFIM> 

Cefepin® 2g/vial <ICEFE> 

劑量 

大於 2個月體重≦40公斤:50mg/ kg，每 12 小時 1 次，
給藥 10 天。對嚴重感染者，給藥間隔可縮短為每 8 小
時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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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及小兒體重>40 公斤，腎功能正常者之給藥建議表:  

適應症 每次劑量

(kg) 

給藥間隔

(hr) 

每日劑量(kg) 

併發性上及下泌尿

道感染 

1  12  2  

皮膚及軟組織感染 1  12  2  

下呼吸道感染 1 或 2  12  2 或 4  

菌血症/敗血症及

重度感染 

2 12  4  

嗜中性白血球減少

症病患之感染 

2  12  4  

不良反應 

皮疹、皮膚癢、蕁麻疹、噁心、嘔吐、腹瀉、結腸炎、

頭痛、發燒、陰道炎、紅斑 

警語/注意事項 

1.對腎功能不全之病人，如因腎功能不良（肌酸酐≤50mL/ 

min）或其他會損及腎功能之狀況 cefepime 之劑量須調

整。 

2.Cefepime 可排於人乳中，須小心使用。 

 

CefpiromeB 

Cepiro® 1g/vial < ICEPI > 

臨床適應症 

對 Cefpirome Sulphate 具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腎功能正常之病患，中度至重度感染的治療建議劑量 

適應症 每次劑量(kg) 給藥間隔

(hr) 

每日劑量(kg) 

併發性上及下泌

尿道感染 

1  12  2  

皮膚及軟組織感

染 

1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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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呼吸道感染 1 或 2  12  2 或 4  

菌血症/敗血症及

重度感染 

2 12  4  

嗜中性白血球減

少症病患之感染 

2  12  4  

老人:若無腎功能不全者，不需調整劑量。 

兒童:12 歲以下，因無足夠相關治療劑量之資料，故不建

議使用。 

不良反應 

皮疹、蕁麻疹、搔癢、發燒、支氣管痙攣、噁心、嘔吐、

腹瀉、注射後味覺和嗅覺會短暫受影響。 

警語/注意事項 

AminogIycosides 或 Loop 利尿劑併用時要特別小心，應

監測腎功能。 

 

抗感染劑-Sulfonamides 

 

Sulfamethoxazole 400mg+ Trimethoprim 80mgC 

Baktar® 400/80mg / tab < OBAKT > 

臨床適應症 

葡萄狀球菌、鏈鎖球菌、肺炎雙球菌、大腸菌、赤痢菌

及綠膿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通常成人 1 日量 4 錠，分 2 次口服 

不良反應 

血液：偶有再生不良性貧血、白血球減少、顆粒性血球

減少、血小板減少、溶血性貧血、。有時亦有食慾不振、

噁心、嘔吐、下痢、胃部不快感、口內炎等症狀發生。 

警語/注意事項 

(1) 對 Baktar 以及磺胺劑有過敏症患者。 

(2) 孕婦以及可能已懷孕婦人。 (3) 新生兒、早產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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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oglycosides 

Amikacin SulfateD 

Aminfec®250mg/2ml/vial <IAMIF> 

臨床適應症 

治療革蘭氏陽性菌及陰性菌（包括綠膿桿菌）引起之感

染症 

劑量 

Adults:  IM or IVD (> 30-60 min).  

Avoid peak serum conc > 35 mcg/ml & trough conc > 10 

mcg/ml. 

>15 mg/kg/day in 2-3 divided doses. Max. 15 mg/kg/day or 

not to exceed 1.5 g/day. 

Table 1-1. Suggested once-daily dosage regimens of 

Gentamicin and Tobramycin in patients with estimated CCr 

20-100 ml/min and every-other day regimens for CCr ≦ 

20 ml/min.  

 

Table 1-2. Suggested once-daily dosage regimens of 

Netilmicin, Amikacin and Streptomycin in patients with 

estimated CCr 20-90 ml/min and every-other day regimens 

Est.  

CCr(ml/min)  

Dosage interval (h)  Dose (mg/kg)b  

Gentamicin, Tobramycin  

100  24  5 (7)c  

90  24  5 (7) 

80  24  5 (7)  

70  24  4 (5.5)  

60  24  4 (5.5)  

50 24  3.5 (5.0)  

40e  24  2.5 (3.5)  

30  24  2.5 (3.5)  

20  48  4.0 (5.5)  

10  48  3.0 (4.0)  

0 (hemodialysis)  48  2.0 (4.0)  



 

311 

 

for CCr ≦ 20 ml/min   

 

Table 2. Alternative once-daily dose regimen of Gentamicin 

and Tobramycin based on constant dose and interval 

prolongation 

Estimated CCr (ml/min)  Administer 7 mg/kgb,d at time 

interval (h) as indicated 

Gentamicin, Tobramycin  

≧60  Every 24 h  

40-60  Every 36 h  

20-40  Every 48 h  

＜20  After initial dose, monitor 

blood levels. Readminister 

when level <1μg/ml  

(註) 

a. The estimated creatinine clearance assumes a minimum 

serum creatinine of 0.8 mg/dl.  

b. The dose calculation is based on actual body weight 

(ABW) unless the patient is obese (ie, 20% over ideal body 

weight (IBW)). If the patient is obese, a dose-determining 

weight (DDW)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obese DDW = IBW 

+ 0.4 (ABW-IBW).  

c. Initial 7 mg/kg dose is recommended for patients with 

anticipated increased volume of drug distribution. 

Est. CCr 

(ml/min)  

Dosage interval (h)  Dose (mg/kg)b  

Amikacin, Streptomycin  

90  24  15  

70  24  12  

50  24  7.5  

30  24  4.0  

20  48  7.5  

10  48  4.0  

0 (hemodialysis)  4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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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o controlled studies have compared 5 versus 7 

mg/kg/day of gentamicin or tobramycin, but 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the 7 mg/kg/day dosage is substantial.  

e. For CCr ≦ 40 ml/min or less,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 

of once-daily dosing is gone.  

f.  Once-daily aminoglycoside needs further study in 

selected patient populations, for example, pregnancy, cystic 

fibrosis, meningitis from aerobic GNB, osteomyelitis; and it 

should not be used in patients with enterococcal 

endocarditis. Experience is also limited in children. 

Children: 

IM or IVF (>1-2 hr for Infant). 

Avoid peak serum conc > 35 mcg/ml & trough conc > 10 

mcg/ml. 

Infant, Child 15 mg/kg/day in 2-3 divided doses. Max. 15 

mg/kg/day or not to exceed 1.5 g/day. 

Neonate loading dose :10 mg/kg, followed by 7.5 mg/kg 

q12h.   

不良反應 

(1)耳毒性、高頻率聽力喪失、失聰、耳鳴；(2)可逆性腎

毒性、腎小管壞死、氮質血症、尿少、頻尿、血尿；

(3)肝毒性、噁心、嘔吐(4)嗜睡、步伐不穏、感覺異

常。 

禁忌 

曾對 Amikacin 發生過敏者禁用。 

注意事項 

1.長期治療必需每天監視腎臟和聽覺的功能。監測血清

值，以保證足夠的療效，以避免潛在的毒性。 

2.用於對其他毒性較小之藥物不敏感的病原菌所引起的

無併發性尿道感染(劑量:250mg 肌注,1 天 2 次)。治療

期間必須檢驗尿中是否有蛋白質、紅血球或結晶的存

在。 

3.靜注溶液的製備是將 500mg 含量的小瓶加到 200ml 適

當的稀釋劑，靜注時間要超過 30-60 分(未滿月的嬰兒

要 1-2 小時)。與其他藥物不要先混合。在室溫穩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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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4.不可與 beta-lactam 抗生素混合以免藥效降低。 

 

GentamicinD 

Gentamycin 80mg/2ml/amp<IGEN> 

臨床適應症 

治療革蘭氏陽性、陰性菌、立克次氏體及巨型濾過性病

毒感染症 

劑量 

Adults  

IM or IVD > 30 min. Avoid peak serum conc > 12 mcg/ml 

& trough conc > 2 mcg/ml. 

1-1.7 mg/kg q8h.  

Uncomplicated UTI : 3 mg/kg/day divided into q12h.  

Once-daily aminoglycosides~   

a.Select loading dose in mg/kg (IBW) to provide peak 

serum levels in the range listed below for the desired 

aminoglycoside. If patients are overweight, use adjusted 

body weight instead. 

Drug  Usual loading 

dose  

Expected peak 

serum conc.  

Tobramycin  1.0-2.0 mg/kg  4-10 mcg/mL  

Gentamicin  1.0-2.0 mg/kg  4-10 mcg/mL  

Amikacin  5.0-7.5 mg/kg  15-30 mcg/mL  

 

b.Adjusted body weight = IBW + 0.4 (TBW - IBW), where 

TBW = total body weight, IBW = ideal body weight.  

c.Select maintenance dose (as percentage of loading dose) 

to continue peak plasma levels indicated above, according 

to desired dosing interval and the patient’s corrected (for a 

70-kg ideal body weight) creatinine clearance [C(c)cr].  

 

C(c)cr male =  
(140 - age)  BW 

serum creatinine  72 

C(c)cr female = 0.85 × C(c)cr 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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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equation only applies to select maintenance dose of 

aminoglycosideLoading Dose Required for Dosage Interval 

Selected :  

C(c)cr  Half-life  8 hr  12hr  24hr  

90 mL/min  3.1hr  84 %  -  -  

80  3.4  80  91%  -  

70  3.9  76  88  -  

60  4.5  71  84  -  

50  5.3  65  79  -  

40  6.5  57  72  92%  

30  8.4  48  63  86  

25  9.9  43  57  81  

20  11.9  37  50  75  

17  13.6  33  46  70  

15  15.1  31  42  67  

12  17.9  27  37  61  

10  20.4  24  34  56  

7  25.9  19  28  47  

5  31.5  16  23  41  

2  46.8  11  16  30  

0  69.3   8  11  21  

 

(1)Alternatively, one half of the chosen loading dose may 

be given at an interval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e estimated 

half-life.  

(2)Dosage adjustment should be based on measured plasma 

levels of aminoglycosides. 

Children  

IM or IVF > 30 min. Avoid peak serum conc > 12 mcg/ml 

& trough conc > 2 mcg/ml. 

Child : 2.0-2.5 mg/kg/ q8h. 

Premature & Infant < 1 wk : 2.5 mg/kg/q12h.   

不良反應 

嚴重-耳毒性、腎毒性。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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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氨基糖苷類都有潛在的腎毒性和耳毒性。監測血

中濃度，以確保足夠的治療水平和避免潛在的毒性。

不要在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患者或兒童中使用。 

2.這些藥物應通過緩慢間歇性 IF（超過 30-60 分鐘）或

IM 給藥。 

 

NeomycinD 

Neomycin 250mg/cap <ONEOM> 

臨床適應症 

手術前或肝昏迷之病人用於腸道局部殺菌 

劑量 

1.腸管感染症：成人一日八顆，分四次服用。 

2.腸管手術前處理：成人一日 16 粒，每日分四回服用，

連續服用 1-3 天。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腹瀉、發紅、掻癢、皮膚炎；嚴重者-神經

肌肉阻斷、呼吸麻痺、耳毒性、腎毒性。 

注意事項 

口服 neomycin 主要適用於 E.coli 所引起的腹瀉，和手術

前腸的滅菌，配合低渣食物。 

本品會干擾其他藥物的吸收，如毛地黃配醣體，青黴素。 

口服投與時，噁心與腹瀉十分普遍 

 

Carbapenem 

 

ErtapenemB 

Invanz®1g/vial<IINV> 

臨床適應症 

適用於治療病患由具感受性之微生物所引起的中度至重

度感染 

劑量: IM, IV 

≥13 歲之孩童與成人 : 1g/qd for 3-14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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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月至 12 歲之孩童: 30mg/kg/day q12h for 3-14 days 

不良反應 

腹瀉，噁心，嘔吐，頭痛 

警語/注意事項 

1.本品不可以與其他藥品混合或同時輸注，且不可以使

用含葡萄糖的稀釋液。 

2.靜脈注射的調配和稀釋：加入 10ml 的注射用水或 0.9% 

NaCl，充分搖動使藥品溶解並立刻將溶液移至 50ml

的 0.9% NaCL 中，輸注的時間必須超過 30 分鐘。 

3.肌肉注射配製：加入3.2ml的1% lidocaine HCl注射液，

充分搖動使藥品溶解。 

4.經稀釋後的藥品必須在 6小時內完成輸注，冷藏（5℃）

至多 24 小時。 

 

Imipenem 500mg + Cilastatin 500mgC 

Tienam® 500mg/vial <ITIEN500> 

Younam® 500 mg/vial <IYOUN> 

臨床適應症 

對 Imipenem 具有感受性之革蘭氏陰性菌、陽性菌感染症 

劑量 

IVD; infusion each 250-500 mg/dose > 20-30 min; infusion 

each 1 g/dose > 40-60 min. Dosing based on imipenem 

component. 

Adult weighing at least 70 kg : Max. 50 mg/kg/day or 4 

g/day (whichever is lower). 

Severity of 

infection  

Susceptibility of organism  Dosage  

Mild  Fully susceptible  250 mg q6h  

   Moderately susceptible  500 mg q6-8h  

Moderate  Fully susceptible  500 mg q6-8h  

   Moderately susceptible  500 mg q6h or 1 g q8h  

Severe  Fully susceptible  500 mg q6h  

   Moderately susceptible  1 g q6-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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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 3 mo  15-25 mg/kg/q6h. Max. 2 g/day for fully 

susceptible bacteria; 4 g/day for moderately susceptible 

bacteria.   

不良反應 

偶有噁心、胃部不適、食慾不振、口渴、胸悶症狀，過

敏性反應，中樞神經系統毒性，血栓性靜脈炎，偽膜性

腸炎。 

注意事項 

1.對 β-Lactam 過敏病史的患者，應小心使用。 

2.日劑量大於 2 g 會增加癲癇的風險;患有中樞神經系統

感染之孩童使用本藥後也會有發生癲癇的危險，因此

這類病患禁止使用本製劑。小兒及腎功能不健全的患

者應調整劑量 

3.Tienam 不可以含乳酸鹽(Lactate)之稀釋液來調配。 

4.配製後溶液可置於室溫 4 小時，在冰箱中可保存 24 小

時。 

5.Tienam 不可與其他種抗生素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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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penem & Cilastatin (IV)每日原使用劑量 

體

重 

(kg) 

1 g/day 1.5 g/day 2 g/day 

CCr CCr CCr 

 71 41-70 21-40 6-20  71 41-70 21-40 6-20  71 41-70 21-40 6-20 

 70 
250 

q6h 
250 q8h 

250 

q12h 

250 

q12h 

500 

q8h 
250 q6h 250 q8h 

250 

q12h 

500 

q6h 
500 q8h 250 q6h 

250 

q12h 

60 
250 

q8h 
125 q6h 

250 

q12h 

125 

q12h 

250 

q6h 
250 q8h 250 q8h 

250 

q12h 

500 

q8h 
250 q6h 250 q8h 

250 

q12h 

50 
125 

q6h 
125 q6h 125 q8h 

125 

q12h 

250 

q6h 
250 q8h 

250 

q12h 

250 

q12h 

250 

q6h 
250 q6h 250 q8h 

250 

q12h 

40 
125 

q6h 
125 q8h 

125 

q12h 

125 

q12h 

250 

q8h 
125 q6h 125 q8h 

125 

q12h 

250 

q6h 
250 q8h 

250 

q12h 

250 

q12h 

30 
125 

q8h 
125 q8h 

125 

q12h 

125 

q12h 

125 

q6h 
125 q8h 125 q8h 

125 

q12h 

250 

q8h 
125 q6h 125 q8h 

125 

q12h 

劑量單位：mg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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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penem & Cilastatin (IV)每日原使用劑量 

體重 

(kg) 

3 g/day 4 g/day 

CCr CCr 

 71 41-70 21-40 6-20  71 41-70 21-40 6-20 

 70 
1000 

q8h 
500 q6h 500 q8h 

500 

q12h 

1000 

q6h 
750 q8h 500 q6h 500 q12h 

60 
750 

q8h 
500 q8h 500 q8h 

500 

q12h 

1000 

q8h 
750 q8h 500 q8h 500 q12h 

50 
500 

q6h 
500 q8h 250 q6h 

250 

q12h 
750 q8h 500 q6h 500 q8h 500 q12h 

40 
500 

q8h 
250 q6h 250 q8h 

250 

q12h 
500 q6h 500 q8h 250 q6h 250 q12h 

30 
250 

q6h 
250 q8h 250 q8h 

250 

q12h 
500 q8h 250 q6h 250 q8h 250 q12h 

劑量單位：mg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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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注意事項 

透析方式 劑量調整/頻次調整 透析移除比例 

HD  250-500mg q12h  73%(I)/82%(C)  

PD  250mg q12h [1] or 25% q6h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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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openem trihydrateB 

Mepem® 250 mg/vial<IMEPE> 

Melopen® 500 mg/vial<IMELO> 

臨床適應症 

對 Meropenem 具有感受性之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成人一般用量為 1 天 0.5-1g Meropenem（效價），分
2-3 次投與，經 30 分鐘以上靜脈點滴注射。根據年齡
和症狀可調整劑量，對於危重患者或是難治性感染患
者，每天劑量可增至 2g（效價）。 

兒童患者一般用量為一天 30-60mg(效價)/kg，分 3 次
投與，經 30 分鐘以上靜脈點滴注射。根據年齡和症
狀，可調整劑量，對於危重患者或是難治性感染患者，
每天劑量增至 120mg（效價）/kg。但是不能超過成
人的一天最大劑量 2g。 

不良反應 

皮疹、胃腸不適(噁心、嘔吐、腹瀉、軟便、偽膜性
腸炎) 、注射部位發炎、血栓性靜脈炎、癲癇發作、
頭痛 

注意事項 

1.不可用注射用水配製 

2.IV infusion> 15-30 min, IV injection> 3-5 mins  

3.腎功能障礙患者應劑量調整 

腎功能 Ccr 

(mL/min) 
劑量調整 頻次調整 

26-50  1 g  q12h  

10~25  0.5 g  q12h  

< 10  0.5 g  q24h  

4. 對下列病人應慎重給藥 

(1). 對 Carbapenem 類、Penicillin 類或 Cephem 類抗
生素有過敏史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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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人或父母兄弟姐妹為易於引起支氣管哮喘，皮
疹，蕁麻疹等反應體質的病人。 

(3). 嚴重腎功能障礙的病人(易引起痙攣，意識障礙
等中樞神經系症狀)。(4). 嚴重肝功能障礙的病人
(有可能引起肝功能惡化)。 

(5). 老年人。 

(6). 進食不良的病人或非經口投與營養注射劑的病
人，全身狀況不良的病人(有可能引起維生素 K 缺
乏症狀)。 

(7). 曾有癲癇病史者或中樞神經障礙患者(易引起痙
攣，意識障礙等中樞神經症狀)。 

 

Quinolones 

 

CiprofloxacinC 

Cixa®200 mg/100 ml/bot<ICIXA> 

Ciflogen®400 mg/200 ml/bot<ICIFL> 

Ciproxin®400 mg/200 ml/bot<ICIP> 

Ciproxin®250 mg/tab<OCIPR> 

Superocin® 500 mg/tab<OSUPER> 

臨床適應症 

對 CIPROFLOXACIN 有感受性細菌所引起之呼吸道
感染、中耳炎、竇炎、眼炎、腎臟及泌尿道感染（包
括淋病）、腹部感染（包括腸炎、膽囊炎、腹膜炎）、
皮膚及軟組織感染、骨髓炎、關節感染等、菌血症。 

劑量 

Mild to moderate UTI -adults: 250mg PO or 200mg IV 

q12h 

Severe or complicated UTI; mild to moderate bone and 

joint infection; RTI; skin and skin structure infection;  

infectious diarrhea--adults: 500mg PO or 400mg IV 

q12h 

Severe or complicated bone or joint infection; 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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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e skin and skin structure infection -- adults: 750mg 

PO q12h 

Adjust dosage in patients with renal impairment: 

Ccr30-50ml/min: oral: 250-500mg every 12 hr 

Ccr<30ml/min: acute uncomplicated pyelonephritis or 

complicated UTI: oral: extended release 

formulation:500mg every 24 hr 

Ccr5-29ml/min: 

Oral: 250-500mg every 18 hr 

I.V.:200-400mg every 18-24 hr 

不良反應 

噁心、腹瀉、嘔吐、胃腸道及腹部疼痛、消化不良、
胃腸脹氣，注射或輸注部位的反應(只發生在靜脈注
射時) 

注意事項 

Ciprofloxacin 注射劑必須經由靜脈輸注，並且輸注時
間要超過 60 分鐘。緩慢的將藥打入大靜脈，可以減
少病人的不適及降低靜脈刺激的危險性。可以直接給
藥或與其它相容的輸注溶液混合後給藥。 

Ciprofloxacin 輸注液與生理食鹽水、林格氏液、乳酸
林格氏液、5%或 10%葡萄糖溶液、10%果糖溶液和
含 0.225%或 0.45%氯化鈉的 5%葡萄糖溶液相容。由
於微生物學及光敏感度的考量，當 ciprofloxacin 輸注
液與相容的輸注液混合後，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使
用。 

 

LevofloxacinC 

Cravit®250 mg/50 ml/bot <ICRAV> 

Levofloxacin®750 mg/150 ml/bot <ILEVOF> 

Levofloxacin®750 mg/tab <OLEVOF> 

Rozoxin® 100 mg/tab <OROZO> 

臨床適應症 

治療成人因對 Levofloxacin有感受性的致病菌所引起
之下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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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性肺炎、複雜性泌尿道感染(包括腎盂腎炎)、慢
性細菌性前列腺炎、皮膚和軟組織感染 

劑量 

Intermittent IF (250-500 mg over 60 min; 750 mg over 

90 min). 

PO 250-500mg/q24h. 

(250mg/d for UTI or acute pyelonephritis) 

Renal function impairment: (500mg/d) 

Ccr  50 ml/min  No dosage adjustment required 

Ccr: 20-49 ml/min   250mg/ q24h 

Ccr: 10-19 ml/min 250mg/ q48h 

HD or CAPD  250mg/ q48h 

Renal function impairment: (250mg/d) 

Ccr  20 ml/min  No dosage adjustment required 

Ccr: 10-19 ml/min   250mg/ q48h 

不良反應 

靜脈炎、下痢、噁心、肝指數增加，注射部位反應。
罕有發生重大副作用，發現下述異常時請中止服用，
並做適當的處理；如：休克、過敏性反應、中毒性表
皮 壞 死 症 (Lyell 症 候 群 ) 、 皮 膚 粘 膜 疹 症 群
(Stevens-Johnson 症候群)、痙攣、急性腎不全、黃疸、
無顆粒球症、溶血性貧血、過敏性血管炎、間質性肺
炎、偽膜性大腸炎、橫紋肌溶解症、低血糖，肌腱炎、
腱斷裂等的腱障礙、抑鬱錯亂等的精神症狀。 

注意事項 

1. 下列患者請謹慎服用 

a. 嚴重的腎臟障礙患者(會持續的保持高血中濃
度)。 

b. 可能引起痙攣發作) 

c. 曾對 Quinolone 系抗菌劑有過敏的患者。 

2. 高齡者的服用：本品主要由腎臟排泄，高齡者大
都腎臟機能下降，唯恐發生持續性血中高濃度，
請注意 1 次 100mg，1 天 2 次等投與量及投與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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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謹慎服用。 

3. 使用上的注意交付藥劑時，對於 PTP 包裝的藥劑
應指導患者自 PTP 片取出藥品後服用(曾有報告
因誤服 PTP 片，硬的銳角刺入食道黏膜引起穿孔
發炎等)。 

Cravit 注射液不得用於： 

1.對 levofloxacin或任何其他Quinolone 及任何賦形劑
過敏的患者,2.癲癇患者 3.患有施用 Fluoroquinolone

有關的肌腱病變病史的患者4.兒童或生長期青少年
5.懷孕期間 6.哺乳女性 

 

MoxifloxacinC 

Avelox® 400mg/250ml /bot<IAVEL>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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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劑量 

Intermittent IF over 60 min. 

Chronic bronchitis: 400 mg qd × 5 days.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400 mg qd × 7-14 

days. 

Acute sinusitis: 400 mg qd × 10 days.  

Skin and skin structure infections: 400 mg qd × 7 days. 

Active tuberculosis (second line): 400 mg qd long term. 

不良反應 

腹痛、頭痛、噁心、腹瀉、嘔吐、消化不良、肝功能
測試異常、味覺倒置、眩暈 

注意事項 

1.IV 輸注須超過 60 分鐘 

2.避免與含鋁、鎂、鈣或鐵等藥物與食物併用。 

3.針劑開封稀釋後，在室溫下可貯存 24 小時。 

4.不建議使用於 18 歲以下；懷孕及哺乳婦女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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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ifloxacinC 

Factive ®320 mg/ tab＜OFACT＞ 

臨床適應症 

慢性支氣管炎之急性惡化、社區型肺炎。 

劑量 

FACTIVE 可以和食物或不和食物一起服用，配大量
水整粒錠劑吞下。 

根據下表，FACTIVE 的建議劑量是每日 320mg 

適應症 劑量 持續時

間 

慢性支氣管炎之急

性惡化 

每日1 粒320mg 錠劑 5 日 

社區型肺炎 每日1 粒320mg 錠劑 7 日 

不能超過 FACTIVE 的建議劑量和持續時間 

腎功能異常的病患：肌酸酐清除率>40mL/min 的病
患不需要劑量調整。 

建議肌酸酐清除率≦40mL/min 的病患要調整劑
量。 

提供腎功能異常病患的劑量指引： 

腎功能異常病患的劑量 

肌酸酐清除率〈mL/min〉 劑量 

＞40 請參閱一般劑量 

≦40 每 24 小時 160mg 

需要定期血液透析或連續活動型腹膜透析〈CAPD〉
的病患，劑量是每 24 小時 160mg。 

肝功能異常的病患：輕度〈Child-Pugh A 類〉、中度
〈Child-Pugh B 類〉、和嚴重〈Child-Pugh C 類〉的
肝功能異常病患，都不必調整劑量。 

老年人：建議不必劑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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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可能有噁心、腹瀉、藥疹、蕁麻疹、光敏感等不良反
應 

注意事項 

1.服藥治療期間請防曬(包括日光及人工紫外光) 

2.發生肌腱腫痛等發炎症狀立即停藥盡快回診告知
醫師 

3.若要用鐵劑、含鋁鎂制酸劑、含鋅之維他命需在服
用本藥前 3 小時或服用本藥後 2 小時服用 

4.若併用 sucralfate 應在服用本藥後 2 小時再服用 

 

Macrolides 

 

ErythromycinB 

Erythromycin® 250 mg/cap<OERYT> 

臨床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
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Adult  

Usual dose  PO, 250 mg/q6h; or 500 mg q12h; 

Chlamydial infections, endocervical and urethral  PO, 

500 mg/ q6h for 7 days or 250 mg/ q6h for 14 days. 

Endocarditis prophylaxis  PO, 1 g 1h prior to the 

procedure, and 500 mg/ 6h after the initial dose. 

Legionnaire’s disease  PO, 500 mg-1 g/q6h; Prophlaxis 

in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PO, 250 mg/q12h. 

Primary Syphilis  PO, 20- 30 g over a 10 days period.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caused by Neisseria  

Max. 4 g/d 

Pediatric  

Antibacterial PO,7.5- 12.5 mg/kg/ q6h or 15- 25 mg 

/kg/q12h. Severe infections  PO, 15-25 mg/kg q6h;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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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usion, 3.75-5 mg/kg/ q6h. 

Chlamydial conjunctivitis  PO, 12.5 mg/kg/ q6h for at 

least 2 wks. 

Diphtheria  PO, 10- 12.5 mg/kg/ q6h for 14 days. 

Endocarditis prophylaxis  PO, 20 mg/kg/ 2h prior to 

the procedure, and 10 mg/kg/ 6h after the initial dose. 

Pertussis  PO, 10- 12.5 mg/kg/ q6h for 14 days. 

Chlamydial pneumonia  PO, 12.5 mg/kg q6h for 2 

wks. 

Streptococcal pharyngitis  PO, 5- 7.5 mg/kg/ q6h or 

10-15 mg /kg/ q12h for at least 10 days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 肝毒性; 過敏反應;口腔或陰道念珠菌病; 

心臟毒性; 可逆性聽力喪失; 胰腺炎 

注意事項 

1.所有巨環類可能增加抗血脂藥（例如 statins）橫紋
肌溶解的風險。 

2.Erythromycin 和 clarithromycin 和可能的
telithromycin 可能與下列藥物的血清濃度升高有關。
如 cisapride，carbamazepine，HMG-CoA 還原酶抑
制劑，rifabutin 和 rifampin，cyclosporine, tacrolimus, 

phenytoin, valproates, digoxin, warfarin。 

 

ClarithromycinC 

Klaricid XL® 500 mg/tab < OKLARXL> 

臨床適應症 

治療下列有感受性的微生物所引起之感染症：上、下
呼吸道感染、急性中耳炎、皮膚及皮膚結構感染 ( 如，
膿庖病、毛囊炎、蜂窩組織炎、膿瘍) 

劑量 

Adults  

250-500 mg q12h. Helicobacter pylori  500 mg/ bid-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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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anti-H pylori drugs.Max. 

1.5g/day 

Chronic bronchitis, bacterial exacerbations due to 

Haemophilus parainfluenzae  500 mg/ q12h for 7 days. 

Chronic bronchitis, bacterial exacerbations due to M. 

catarrhalis, or S pneumoniae; uncomplicated 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s  250 mg/ q12h for 7- 14 days. 

Disseminated 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 disease, 

prophylaxis  500 mg /BID. 

Disseminated 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 disease  

500 mg /BI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antimycobacterial agents; clarithromycin therapy should 

continue for life if clinical and mycobacterial 

improvements are observed. 

Pharyngitis, streptococcal or tonsillitis  250 mg/ q12h 

for 10 days.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due to C pneumoniae, 

M. pneumoniae, or S pneumoniae  250 mg/ q12h for 7- 

14 days.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due to H. influenzae  

250 mg/ q12h for 7 days.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due to H. 

parainfluenzae, or M. catarrhalis  1000 mg/ QD for 7 

days. 

Acute maxillary Sinusitis  500 mg/ q12h for 14 days. 

Duodenal ulcer, Helicobacter pylori –associated  

Triple therapy 500 mg in combination with amoxicillin 

1000 mg and omeprazole 20 mg /q12h for 10 days. Or 

500 mg in combination with amoxicillin 1000 mg and 

lansoprazole 30 mg/ q12h for 10 or 14 days. 

Dual therapy  500 mg TID in combination with 

omeprazole 40 mg/ QD for 14 days, followed by 

omeprazole alone 20 mg/ QD for 14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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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Child ≧ 6 mo  15 mg/kg/day q12h. 

Acute otitis media; streptococcal pharyngitis;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due to C. pneumoniae, 

M. pneumoniae, or S pneumoniae; Sinusitis, acute 

maxillary; 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s; Tonsillitis  

7.5 mg/kg q12h for 10 days 

Disseminated 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 disease  

7.5 mg/kg, up to 500 mg/ BID 

Disseminated 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 disease   

7.5 mg/kg, up to 500 mg/BI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antimycobacterial agents; clarithromycin therapy should 

continue for life if clinical and mycobacterial 

improvements are observed 

Chronic bronchitis, bacterial exacerbations due to 

Haemophilus influenzae  500 mg/ q12h for 7- 14 days. 

不良反應 

腹痛、腹瀉、噁心、嘔吐及味覺錯亂。 

注意事項 

1.Clarithromycin 主要經由肝臟和腎臟排泄，所以應
特別注意肝功能或腎功能不全的病患。長期或重覆
使用本品可能造成非敏感菌或黴菌的過度生長。 

2.如果產生過度感染，應停用本品並給予適當的治
療。 

3.幽門螺旋桿菌(H. pylori)在少部份的病患會產生抗
藥性。 

 

Tetracyclines 

 

MinocyclineD 

Minocycline® 100 mg/cap<OMINOC> 

臨床適應症 

革蘭氏陽性、陰性菌、立克次氏體及巨型濾過性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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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症。 

 

劑量 

一天一次或二次，每次一顆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牙齒變色，光敏感 

注意事項 

1.小於 8 歲的孩童,服用後會有牙齒變色的風險 

2.避免與含鋁、鎂、鈣、鐵等食物或藥物併用 

 

Tetracycline HClD 

Wintellin® 250 mg/cap<OWINT> 

臨床適應症 

革蘭氏陽性菌、陰性菌、立克次氏體及巨型濾過性病
毒引起之感染症 

劑量 

PO, take on an empty stomach. 

Adults, 1-2 g/day in 2-4 doses. 

Children > 8 yr, 25-50 mg/kg/day in 2-4 doses. 

不良反應 

厭食、噁心、下痢、舌炎、結腸炎等。 

注意事項 

八歲以下不得使用。對光敏感應防曬。如有皮疹黃疸
或嚴重腹瀉，請盡速就醫。應喝足量水以免食道發炎。
可能導致嚴重之肝及腎損害，故在使用本劑前及使用
期間內應作肝腎機能檢查，在發現有肝腎副作用發生
時當即停止使用或予適當治療則常可恢復正常。發現
有過敏現象時，即應停止使用。 

 

Antifugals 
FluconazoleD 

Diflucan® 50mg/cap＜ODIFL＞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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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珠菌局部或全身感染、囊珠菌感染、預防後天免疫
缺乏症候群病人的黴菌感染 

成人劑量 

1.(a)囊球菌腦膜炎和其他部位之囊球菌感染：首日量
400 mg，之後 200-400 mg/qd，囊球菌感染的治療
期依患者的臨床反應而定；但囊球菌腦膜炎通常需
要 10-12 週的治療。 (b)預防 AIDS 病人之囊球菌
腦膜炎復發：接受全程初期治療後，可投予本藥
100-200 mg/day。 

2.口咽念珠菌感染：首日量 100mg，之後 50 mg/qd，
治療 14-21 天。 

食道念珠菌感染：首日量 200mg，之後 100 mg/qd，
治療 14-21 天。 

3.HIV 病人對口咽念珠菌的續發性預防：每週一次單
一劑量 150 mg。 

4.嚴重危及生命的念珠菌感染：首日量 400mg，之後
200-400 mg/qd，治療期依患者的臨床反應而定，但
至少治療 4 週，症狀解除後持續治療至少 2 週。 

5.陰道念珠菌感染局部治療無效時：口服單一劑量
150 mg。 

6.對免疫機能正常病患之廣泛性癬感染(體癬、股癬)

或嚴重的足癬且局部治療無效：可給予 150 mg，
一星期一次，連續 4 週。 

兒童劑量 

黏膜念珠菌感染：每日 3 mg/kg，首日可採 6 mg/kg

的起始劑量。 

全身性念珠菌或囊球菌感染：每日 6-12 mg/kg。 

嬰兒劑量 

出生後的兩週內，可使用和較大兒童同樣的 mg/kg 

劑量，但每 72 小時給予一次。 

出生第 2-4 週的新生兒，相同劑量每 48 小時給予一
次。 

不良反應 

頭痛、噁心、嘔吐、腹痛、腹瀉、肝功能不良、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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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除非是嚴重或致命性的黴菌感染，且預期效益勝過
可能對胎兒的危險性，否則應避免用於孕婦。 

2.Fluconazole 在乳汁中的濃度和血漿濃度類似，因此
不建議授乳婦使用。 

3.應慎用於肝功能不全的病人。 

4.腎功能不全者須調整劑量。 

外觀標記 

 Diflucan® :白色膠囊，Pfizer，FLU-50 

 

GriseofulvinC 

Griseofulvin® 250mg/tab＜OGRIS＞ 

臨床適應症 

甲癬(Onychomysis)、髮癬(Tinea Capitis)，不適宜局部
外用治療或局部外用無效的皮膚黴菌感染 

劑量 

成人劑量 500mg/day 分 1-4 次服用，兒童
125mg-500mg/day 分數次服用。 

療程長短以感染之程度及部位而定，一般約需至少連
續服用 4 週，但指甲感染可能需要延長至 6-12 個月
或臨床症狀消失後再繼續服用 2 週。 

不良反應 

皮疹，蕁麻疹，鵝口瘡，噁心，嘔吐，胃腸障礙，下
痢，頭痛，倦怠感，眩暈，失眠 

警語/注意事項 

1.長期服用須定期作肝、腎功能及血液檢查。 

2.與 Penicillin 可能有交叉過敏反應。 

3.避免過度曝曬陽光下，以免光線過敏。 

4.會減弱 Warfarin 類之抗凝血作用。與口服避孕藥可
能有交互作用。 

5.會增強酒精的作用，造成心跳過快或潮紅。 

外觀標記 

Griseofulvin® :白色圓形錠劑，GMD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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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binafineB 

Lamisil® 250mg/tab＜OLAMI＞ 

臨床適應症 

甲癬(Onychomysis)、髮癬(Tinea Capitis) ，嚴重且廣
泛且經局部治療無效的皮膚黴菌感染 

成人劑量 

髮癬、足癬、體癬、股癬：250mg/day，治療約 2-6

週 

手指甲甲癬(Fingernail)：250mg/day for 6 wks 

足趾甲甲癬(toenail)： 250mg/day for 12 wks 

兒童劑量 

<20kg：62.5mg QD 

20-40kg：125mg QD 

>40kg：250mg QD 

不良反應 

頭痛，味覺干擾，味覺喪失，飽脹，食慾喪失，消化
不良，噁心，腹痛，腹瀉，皮疹，關節疼痛，肌肉痛，
膽汁鬱積，肝炎 

警語/注意事項 

1.不建議使用於慢性或急性肝病之患者。在服用
Lamisil 之前應先進行肝功能檢查，治療後 4 至 6

週監測肝功能。 

2.若持續發生不明原因之噁心、食慾不振、疲勞、嘔
吐、右上腹部疼痛，或黃疸、深色尿、淺色糞便的
症狀，必須立即停藥，通知醫生，並進行肝功能檢
查。 

3.腎功能不全者須調整劑量。 

給付規定 

1.手指甲癬及足趾甲癬病例使用，每日 250 mg，手指
甲癬限用 42 顆，需於 8 週內使用完畢。足趾甲癬
限用 84 顆，需於 16 週內使用完畢。治療結束日起
算，各在 6 及 12 個月內不得重複使用本品或其他
同類口服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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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頑固性體癬及股癬病例使用，每日一次，最長
使用 2 週，治療期間不得併用其他同類藥品。 

3.頭癬病例使用，每日一次，最長使用 4 週，若確需
延長治療時間，需於病歷詳細載明備查。 

外觀標記 

Lamisil® :白色圓形錠劑，LAMISIL 250 

 

Anti-Herpetics 
 

FamciclovirB 

Famvir® 250mg/tab＜OFAMV＞ 

臨床適應症 

帶狀疱疹及生殖器疱疹急性感染，抑制反覆性生殖器
疱疹復發 

劑量 

帶狀疱疹感染症：成人每次 250 毫克，一天三次，
連續治療七天。建議應於診斷確定罹病之後立即開始
治療。 

初發性生殖器疱疹感染症：成人每次 250 毫克，一
天三次，連續治療五天。建議於病灶出現後儘快開始
治療。 

急性復發生殖器疱疹感染症：成人每次 125 毫克，
一天兩次，連續治療五天。建議病灶出現後，或復發
前兆期間儘快開始治療。 

不良反應 

頭痛，頭暈，噁心，嘔吐，腹痛，腹瀉，皮膚潮紅、
搔癢，肝功能異常 

警語/注意事項 

重度腎功能不全者須調整劑量 

外觀標記 

Famvir® :白色圓形錠劑，FV，250 

 

Acyclovi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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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less® 250mg/vial＜IVIRL＞ 

臨床適應症 

帶狀疱疹病毒及單純疱疹病毒引起之感染，預防骨髓
移植及白血病所引起之免疫不全病人之單純疱疹感
染，新生兒單純疱疹感染 

成人劑量 

單純疱疹(疱疹性腦炎例外)或水痘帶狀疱疹：成人 5 

mg/kg/q8h；兒童 250 mg/m2 

免疫機能不全但腎功能正常，治療水痘帶狀疱疹或疱
疹性腦炎：成人 10 mg/kg/q8h；兒童 500 mg/m2/q8h 

新生兒劑量 

感染單純疱疹時應給予 10 mg/kg/q8h 

不良反應 

頭痛，頭暈，噁心，嘔吐，腹痛，腹瀉，皮膚潮紅、
搔癢，肝功能異常 

 

警語/注意事項 

腎功能不全者須調整劑量 

 

Anti-Influenzas 
 

ZanamivirC 

Relenza® 5mg/bot ＜E#RELE＞ 

臨床適應症 

治療及預防成人及兒童(≧5 歲)之 A 型及 B 型流行性
感冒 

劑量 

治療流行性感冒：建議劑量為連續 5 天，每天兩次，
每次吸入兩劑(2×5 mg)，每天的總吸入劑量為 20 mg。
為獲得最大效益，症狀出現後應盡快開始治療(最好
在兩天之內)。 

預防性治療流行性感冒：建議劑量為連續 10 天，每
天一次吸入兩劑(2×5 mg)，每天的總吸入劑量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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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如果接觸風險的時間超過 10 天，可將此療程
延長，最多可延長至 1 個月。 

兒童、老年人、肝腎功能障礙者：不須調整劑量。 

不良反應 

臨床試驗資料經口吸入投予後的耐受性極佳。核准用
於治療流行性感冒之後曾發生下列事件：過敏性反應，
包括顏面水腫及口咽水腫、支氣管痙攣、呼吸困難、
皮疹、蕁麻疹、嚴重皮膚反應，包括多形性紅斑、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及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 

警語/注意事項 

對準備將其他吸入用藥(如速效性支氣管擴張劑)和 

Relenza 同時使用的患者，應建議其先使用該藥再使
用 Relenza 。 

 

OseltamivirB 

公費 Tamiflu® 75mg/cap ＜O#TAMI＞ 

自費 Tamiflu® 75mg/cap ＜OTAMI＞ 

臨床適應症 

成人和兒童（包含足月新生兒）的流行性感冒之治
療。 

成人和 1 歲或以上兒童的流行性感冒之預防。 

劑量 

流行性感冒的治療:在出現流行性感冒症狀的第一或
第二天內開始進行治療。 

成年人和青少年： 75 mg，每天 2 次，連續 5 天。 

1 歲或以上兒童：≤ 15 kg : 30 mg，每天 2 次 

> 15 – 23kg : 45 mg，每天 2 次 

> 23 - 40 kg : 60 mg，每天 2 次 

> 40 kg : 75 mg，每天 2 次 

未滿 1 歲的兒童： 3 mg/kg，每天 2 次，共 5 日 

流行性感冒的預防 

成年人和青少年：75 mg，每天一次，服用 10 天，
須在接觸病源兩天內進行治療 

1 歲或以上兒童：≤ 15 kg : 30 mg，每天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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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23 kg : 45 mg，每天 1 次 

> 23 - 40 kg : 60 mg，每天 1 次 

> 40 kg : 75 mg，每天 1 次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腹瀉；偶有：支氣管炎、腹痛、暈眩、
頭痛、咳嗽、失眠、眩暈、疲倦 

警語/注意事項 

腎功能不全者須調整劑量 

外觀標記 

Tamiflu® :黃白色膠囊，ROCHE，75mg 

 

Antivirals 
 

EntecavirC 

Baraclude® 0.5mg/tab＜OBARA＞ 

Baraclude® 1mg/tab＜OBARA1＞ 

臨床適應症 

治療有B型肝炎複製跡象的成人及2歲以上兒童的慢
性 B 型肝炎患者 

劑量 

肝臟尚具有代償能力：0.5 mg/QD , AC 

肝臟功能代償不全、對於在 Lamivudine 治療期間有 B

型肝炎病毒血症跡象或對 Lamivudine 或 

Telbivudine 抗藥性：1 mg /QD , AC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頭暈、頭痛、疲勞，嚴重時會產生肝腫
大或再發性肝炎 

警語/注意事項 

1.停止抗B型肝炎治療後，須密切監測患者的肝功能，
追蹤是否 B 型肝炎急性惡化。 

2.在未曾接受治療的 HIV(人類免疫不全病毒)感染
患者身上，使用 BARACLUDE 以治療其慢性 B 

型肝炎病毒感染，則可能促成其發展出對 HIV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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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反轉錄酶抑制劑之抗藥性。同時感染 HIV/HBV 

且未接受高效抗反轉錄病毒療法(HAART)的病人
不建議使用 BARACLUDE 進行治療。在開始進行 

BARACLUDE 治療之前，應先對所有病患進行 

HIV 抗體測試。 

3.腎功能不全：對於肌酸酐廓清率<50 mL/min 的患者，
包括接受血液透析或 CAPD 治療中的患者，建議調
整劑量。 

4.肝臟移植患者：Baraclude 用於接受肝臟移植者的安
全性與療效不明。對於曾經接受或正在接受可能會
影響腎功能的免疫抑制劑（如 Cyclosporine 或
Tacrolimus）治療的肝臟移植患者，如果需要
Baraclude 治療，則在開始 Baraclude 治療之前與治
療期間，均應小心監測評估其腎功能。 

外觀標記 

Baraclude® 0.5mg：白色三角形錠劑，BMs，1611 

Baraclude® 1mg：粉紅色三角形錠劑，BMs，1612 

 

Peginterferon alfa-2aC 

Pegasys® 180 mcg/0.5 ml/syringe ＜IPEGA＞ 

臨床適應症 

對於沒有肝硬化的病人以及有代償功能的肝硬化病
人，珮格西施® 適合用來治療 HBeAg 陽性或 

HBeAg 陰性、有病毒複製和肝臟發炎證據之慢性 B 

型肝炎。 

單獨或合併 Ribavirin 使用的 Pegasys®，適合治療沒
有肝硬化的病人以及有代償功能的肝硬化病人之慢
性 C 型肝炎。 

劑量 

慢性 B 型肝炎：每次 180mcg，SC，共治療 48 週。 

慢性 C 型肝炎：每次 180mcg， SC，單獨使用治療
時間為 48 週，和 Ribavirin 合併使用治療時間為 

24-48 週。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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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流行性感冒的病症、疲倦、發燒、寒顫、噁心、
腹瀉、厭食、體重減輕、肌肉關節痛、頭痛、失眠、
憂鬱、眩暈、集中障礙、呼吸困難、咳嗽、禿髮、皮
膚癢、皮膚炎、皮膚乾燥 

警語/注意事項 

1.儲存在 2-8℃的冷藏櫃中。請勿冷凍或搖晃。儲存
在原始包裝中以避免光線照射。 

2.開始本品或與 ribavirin 合併治療之前，建議對所有
的病人進行標準的血液學和生化檢查。在開始治療
之後，應該每 2 週作血液學檢查，每 4 週進行生化
檢查。 

3.懷孕的婦女不可使用本品/Ribavirin 合併治療。所有
育齡婦女應先進行驗孕測試，並於之後每個月驗
孕。 

禁忌 

已知對 α 干擾素、大腸桿菌衍生製品、
PEG(polyethyleneglycol)或對產品中任何成份過敏的
病人、有自體免疫性肝炎的病人、無代償機能的肝硬
化患者、新生兒及未滿 3 歲的嬰兒禁止使用本品。 

 

RibavirinX 

Robatrol® 200 mg/cap ＜OROBA＞ 

臨床適應症 

1.與 Peginterferon alfa 或 Interferon alfa 併用治療
於：(1) 曾經使用 Interferon alfa 單一療法治療後又復
發的慢性 C 型肝炎 (2) 首次接受治療的慢性 C 型肝
炎 (3) 合併感染臨床穩定 HIV 的慢性 C 型肝炎。 

2.Peginterferon alfa 併用治療於曾以 Interferon alfa 

併用 Ribavirin 治療無效或復發之慢性 C 型肝炎。
病人必須達 18 歲以上且患有代償性肝病。 

劑量 

Ribavirin 必須與 Peginterferon alfa (1.5 mcg/公斤/週) 

或 Interferon alfa (三百萬國際單位 (MIU)，每週 3 次
(TIW)) 併用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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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體重 

(公斤) 

每日 Ribavirin 劑量 

(與 Peginterferon alfa 併用) 

<65 800 mg 

65-80 1,000 mg 

81-105 1,200 mg 

>105 1,400 mg 

不良反應 

注射部位疼痛、頭痛、疲勞、排汗增加、胸痛、右上
腹疼痛、肌肉痛、關節痛、感覺異常、甲狀腺功能低
下、噁心、嘔吐、食慾缺乏、便秘、消化不良、心跳
過速、煩躁、神經緊張、經血過多、月經失調、禿頭、
搔癢、皮疹、無痰咳嗽、鼻炎、味覺失調、視覺模糊、
貧血、致命性精神反應 

警語/注意事項 

1.慢性腎衰竭或肌酐酸廓清率小於 50 ml/min 者不可
使用 Ribavirin 治療。 

2.Ribavirin 療法不可用在懷孕婦女，直至治療之前所
進行的懷孕檢測報告出來證實為陰性反應，才可開
始 ribavirin 膠囊的治療。具有懷孕能力的婦女和其
男性伴侶以及男性病患的性伴侶，在治療期間和其
後的六個月必需採取有效的避孕措施；在這期間每
個月需定期進行懷孕檢測。 

外觀標記 

Robatrol® 綠色膠囊，ROCHE，200 

 

LamivudineC 

Zeffix® 100 mg/tab ＜OZEFF＞ 

臨床適應症 

患有慢性 B 型肝炎及帶有 B 型肝炎病毒複製跡象之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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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成人及 12 歲以上青少年： 100 mg，每天 1 次 

2-11 歲兒童：3 mg/kg，每天 1 次，最高劑量不超過
每天 100 mg 

不良反應 

抑鬱、疲勞、呼吸道感染、頭痛、腹部不適、噁心、
嘔吐、下痢、肌肉痛、抽筋 

警語/注意事項 

1.腎功能不全者須調整劑量。 

2. 一旦停藥，病患都應接受至少 4 個月的定期監測，
包括臨床及血清肝功能檢測(ALT及膽紅素濃度)以
觀察是否有復發性肝炎之跡象，有些慢性 B 型肝炎
的病患可能出現復發性肝炎的跡象，如果這些人還
患有肝代謝不全性肝病，那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後
果。 

外觀標記 

Zeffix® : 黃褐色橢圓形錠劑，GXCG5 

 

MebendazoleC 

Conquer® 100 mg/tab <OCONQ> 

適應症 

驅除鞭蟲、蛔蟲、蟯蟲及鉤蟲。 

用量用法 

Pinworms(蟯蟲) 

Children and adults: 100mg/qd 

Whipworm(鞭蟲), Roundworms(蛔蟲), Hookworms(鈎
蟲) 

Children and adults: 100mg/bid for 3 consecutive days 

不良反應 

Rash, headache, diarrhea, constipation, abdominal pain 

警語/注意事項 

1.服用本藥可與食物併服，請遵醫囑使用 

2.Treatment should include family members in close 

contact with patient 外觀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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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橘色圓形錠 YY 

 

EthambutolC 

Ethambutol® HCL 400 mg/tab <OETHA> 

適應症 

Tuberculosis 

用量用法 

Tuberculosis 

Children and adults: 15-25mg/kg/day; max: 2.5g/day 

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 (DOT) 

Adults: 50mg/kg twice weekly; max: 2.5g 

不良反應 

Optic neuritis, headache, confusion, disorientation, 

malaise, mental confusion, fever, rash, pruritis, acute 

gout or hyperuricemia, abdominal pain, anorexia, 

nausea, vomiting, 

外觀標記 

Ethambutol® 白色圓型錠 T25, LE 

 

IsoniazidC 

I.N.A.H® 100mg/tab < OINAH> 

適應症 

Tuberculosis 

劑量 

Acute Tuberculosis 

Adult: 300mg/qd  

Children: 10-15mg/kg/day; max: 300mg/day 

預防 

Adults and Childrens: 300mg/day 

不良反應 

Hepatitis, peripheral neuritis, hepatitis prodromal 

symptoms 

感覺異常，末梢神經病症(尤其是營養不良，糖尿病
或嗜酒的人)，輕度肝功能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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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Active or in remission alcoholism, hepatic function 

impairment 

2.Pyridoxine (10-50mg/day) is recommended in 

individuals likely to develop peripheral neuropathies 

3.請配合醫師處方服用完整療程；服藥期間請勿飲用
酒精性飲料 

4.服藥期間避免攝取含有高酪胺酸(tyramine)食物，如：
乳酪類、煙燻製品、香腸、醃漬品、魚干、紅酒、
啤酒、酪梨、起司等。 

外觀標記 

I.N.A.H®:白色圓型錠 FY T041  

 

PyrazinamideC 

MIDE® 500mg/tab < OMIDE> 

適應症 

Tuberculosis 

用量用法 

Children and adults: 15-30mg/kg/day; max: 2g/day 

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 (DOT) 

50-70mg/kg twice weekly; max: 4g/day 

不良反應 

肝功能不良，胃腸不適，關節神經病變，貧血，小
便困難，尿液滯留，高尿酸血症，急性痛風，皮膚
出疹，蕁麻疹，對光敏感。 

警語/注意事項 

1.Severe hepatic function impairment 

2.請配合醫師處方服用完整療程 

外觀標記 

MIDE®:白色圓型錠 W 

 

RifampinC 

Rif 300® mg/cap < ORIF300> 

Rifampin® 450mg/cap < ORI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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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症 

Tuberculosis, 奈瑟氏腦膜炎球菌帶原者
Tuberculosis, meningococci, G (+) infections and 

prophylaxis of Haemophilus influenzae type b 

infection 

用量用法 

Tuberculosis 

Infants and children < 12 yrs: 10-20mg/kg/day qd; 

max: 600mg/day 

Adults: 10mg/kg/day qd; max: 600mg/day 

H.influenzae prophylaxis 

Infants and children: 20mg/kg/day qd for 4 days; max: 

600mg/dose 

Adults: 600mg qd for 4 days 

Meningococcal prophylaxis 

Infants <1 mon: 10mg/kg/day q12h for 2 days 

Infants≧1 mon: 20mg/kg/day q12h for 2 days 

Adults: 600mg q12h for 2 days 

Synergy for Staphylococcus aureus infections 

Adults:600mg qd or 300-450mg q12h with other 

antibiotics 

不良反應 

Anorexia, nausea, heartburn, flu-like syndrome, 

elevated LFTs, discoloration of urine, sweat, tears, 

saliva 

警語/注意事項 

1. Periodic (baseline and every 2-4 wks) monitoring of 

liver function 

2. Reddish coloration of the urine 

外觀標記 

Rif 300® :咖啡色膠囊 RIF300 

Rifampin®:橘色/咖啡色膠囊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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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fampin 120mg + Isoniazid 80mg + Pyrazinamide 

250mgC 

 Rifater® 120/80/250/tab< ORIFAT> 

適應症 

Tuberculosis 

劑量 

1 tab/10kg, not exceeding 5 tab/day 

≧50kg : 5 tab; 

40-49kg : 4 tab;  

30-39kg : 3 tab 

不良反應 

Hepatitis, diarrhea, thrombocytopenia, flu syndrome, 

hemolytic anemia 

警語/注意事項 

建議飯前給藥 

外觀標記 

Rifater®:淡橘色圓形錠 

 

StreptomycinD 

Streptomycin®1g/vial < ISTRE> 

適應症 

Tuberculosis 

劑量 

IM 

Tuberculosis 

Children: 

Daily therapy: 20-30mg/kg/day; max: 1g/day 

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 (DOT): 20-40mg/kg ; max: 

1g 

Adults: 

Daily therapy: 15mg/kg/day; max: 1g/day 

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 (DOT): 25-30mg/kg ; max: 

1.5g 

Enterococcal endocard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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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q12h for 2 wks, 500mg q12h for 4 wks in 

combination with penicillin 

Streptococcal endocarditis 

1g/q12h for 1 wk, 500mg q12h for 1 wk 

不良反應 

Drug fever, circumoral paresthesia with flushing 

 

ClindamycinB 

Lindacin® 150 mg/cap < OLIND> 

Clincin® 300 mg/2 ml/vial < ICLIN> 

適應症 

鏈球菌、葡萄球菌、肺炎雙球菌等所引起之感染症
Treatment aerobic and anaerobic streptococci (except 

enterococci), most staphylococci, pneumococci 

<外用>Acne vulgaris 

劑量 

注射途徑：IV，IM 

PO 

Children: 8-16mg/kg/day, more severe infections 

16-20mg/kg/day 

Adults: 150-300mg q6h, more severe infections 

300-450mg q6h 

IM, IV 

Children: 15-25mg/kg/day, more severe infections 

25-40mg/kg/day in 3-4 divided dose 

Adults: 600-1200mg/day, more severe infections 

1.2-2.7g/day in 2-4 divided doses, life-threatening 

infections 4.8g/day 

Topical 

Children≧12 yrs and adults: qd-bid 

不良反應 

注射部位疼痛、硬化、無菌濃瘡、血栓性靜脈炎
Diarrhea, urticaria,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pseudomembranous colitis,nausea, vom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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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sensitivity, thrombocytopenia 

Topical: Dryness, burning, itching, scaliness, erythema, 

peeling of skin 

警語/注意事項 

1.請配合醫師處方服完整療程及按時服藥。 

2.外用藥膏避免塗抹到眼、鼻、口和其他黏膜部位。 

3.口服藥須室溫避光儲存 

4. IM: 一次劑量不可超過 600mg，而且必須深部注
射。 

5. IV:必須先經稀釋成濃度在 12mg/ml 以下，然後再
輸注投 

外觀標記 

Lindacin®深紫色/淡紫色膠囊 ST023 

 

MetronidazoleB 

Flagyl® 250 mg/tab < OFLAG> 

SABS® 500mg/100ml/bot < ISABS> 

適應症 

治療陰道滴蟲感染所引起陰道炎、白帶、阿米巴痢
疾、阿米巴肝膿腫、對 METRONIDAZOLE 具有感
受性之厭氣菌所引起之嚴重感染、Clindamycin、
Chloramphenicol 、Penicillin 具抗藥性之易脆桿菌
(Bacteroides fragilis) 所引起之感染有效。 

劑量 

PO, IV  

Anaerobic infection 

Adults: PO or IV: 500mg/q6-8h, 

Children:PO 15-35mg/kg/day q8h, IV 30mg/kg/q6h 

Amebiasis 

Adults: PO: 500-750mg/q8h 

Children: 35-50mg/kg/q8h 

Pseudomenbranous colitis 

Adults: PO 250mg/q6h or 500mg/q8h 

Children: 20mg/kg/q6-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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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pylori 

Adults: PO 500mg/bid  

不良反應 

Dizziness, headache, GI upset, loss of appetite, nausea, 

vomiting 

Redness, mild dry skin , burning and skin irritation 

警語/注意事項 

SABS:懷孕三個月內之婦女 

外觀標記 

Flagyl® :白色圓形錠 250 

 

Nitroxoline 

Nice® 100 mg/tab < ONICE> 

適應症 

Acute and chronic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劑量 

AC , 100 mg /tid  

不良反應 

噁心、頭痛、胃部不適 

外觀標記 

Nice®:橘色圓形錠 

 

SulbactamB 

Sulbactam® 500mg/vial < ISULB> 

適應症 

To be combined with ampicillin to treat the moderate 

to severe bacterial infection 

劑量 

Adult: 0.5-1 gm IV q6h-q12h, Max dose 4 gm/day. 

Child: 50 mg/kg/day IV q6h-q12h, Max dose 80 

mg/kg/day. 

不良反應 

Allergic reactions, nausea, vomiting, diarr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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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coplanin 

Targocid® 200mg/vial <ITARG > 

Tecopin® 200 mg/vial <ITECO > 

Tecopin® 400mg/vial <ITECOP > 

適應症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 

or cephalosporin- allergic patients, prophylaxis for 

endocarditis. 葡萄球菌感染所致之心內膜炎、骨髓
炎、肺炎、敗血病、軟組織感染、腸炎、梭狀桿菌
感染所致之偽膜性結腸炎 

劑量 

IM, IV  

Moderate infections (skin and soft tissue infection, UTI, 

low respirtory tract infection) 

Children < 14 yrs: 10mg/kg/q12h ×3 doses, 

maintenance 6mg/kg/qd 

Adults: loading 400mg × 1 doses, maintenance 

200mg/qd 

Severe infections (Joint and bone infection, septicaemia, 

endocarditis) 

Children < 14 yrs: 10mg/kg/q12h ×3 doses, 

maintenance 10mg/kg/qd 

Adults: loading 400mg q12h × 3 doses, maintenance 

400mg/qd; max:12mg/kg/day。 

不良反應 

Local pain, allergic reactions, nausea, vomiting, 

diarrhea, eosinophilia, leucopenia 

警語/注意事項 

1.腎功能不良需調降劑量 

2.配製後應立即使用，未用完者應丟棄，但某些情況
無法立即使用時，應於 2-8℃保存，超過 24 小時候
則應丟棄。 

 

Tigecyc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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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lin® 50mg/vial <ITIGE > 

適應症 

對 Tigecycline 具有感受性之細菌所引起之複雜性皮
膚及皮膚結構感染、複雜性腹腔內感染症及社區感
染性肺炎 

劑量 

IV 100mg , followed by 50mg/q12h for 5-14days 

不良反應 

Abdominal pain, diarrhea, nausea, vomiting, 

thrombocytopenia, headache, fever 

警語/注意事項 

1.可能導致牙齒的永久性變黃棕色。 

2.18 歲以下病人之安全性與療效評估尚未確立。 

3.長期投藥應小心結腸炎出現。 

 

VancomycinC 

U-Vanco® 500mg/vial <IUVA > 

Vancomycin®1g/vial <IVANC > 

適應症 

葡萄球菌感染所導致之心內膜炎、骨髓炎、肺炎、
敗血病、軟組織感染、腸炎、梭狀桿菌感染所致假
膜性結腸炎 

劑量 

IV 

Neonate & infant: initial 15mg/kg followed by 

10mg/kg/q8-12h 

Children: 40mg/kg/day in 2-4 divided doses 

Adults: 15-20mg/kg/q8-12h 

不良反應 

Stomatitis, chills, drug fever, eosinophilia, 

thrombocytopenia, ototoxicity, renal failure, interstitial 

nephritis,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警語/注意事項 

1.給藥速率過快會造成 Red man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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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乾粉以 20ml 注射用水溶解，可冷藏 14 天。再以
200ml NS、D5W、LR 稀釋後在室溫下可保存 24 小
時、於冷藏可保存 96 小時 

3.給藥速率：Adults：≧60min（或＜
10mg/min）.Children、neonate & infant：≧60min. 

4.溶解乾粉後或稀釋後於冰箱中可保存 14 天 

 

Antineoplastic agents 

Alkylating Agents 
CisplatinD 

Kemoplat® 10mg/20 mlvial<IKEMO> 

臨床適應症 

轉移性睪丸腫癌、卯巢腫瘤及膀胱內轉移型細胞腫
瘤 

劑量 

轉移性卵巢腫瘤：每 3 週投予 1 次 50mg/m2 劑量 

轉移性睪丸腫瘤：每天 20mg/m2 使用 5 天，每 3 週
1 次 

膀胱內轉移型細胞腫瘤：每 3-4 週使用 50-70mg/m2 

不良反應 

腎毒性、耳毒性、神經毒性、噁心、嘔吐、骨髓抑
制、血液電解質失調…等 

警語/注意事項 

需使用不含鋁成分的器材來調配或投予 Cisplatin。 

任何 Cisplatin 注射液稀釋於建議的稀釋液中 72 小
時後，則必須拋棄。 

外觀標記 

Kemoplat® :透明澄清液，褐色玻璃瓶 

 

OxaliplatinD 

Olatin® 50mg/10ml/vial<IOLAT> 

Eloxatin® 50mg/10ml/vial<IELOXA>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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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aliplatin has shown activity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rcinoma when combined with 5-fluorouracil and 

leucovorin. Activity has also been observed in ovarian 

carcinoma, head/neck carcinoma, and malignant 

melanoma, but clinical experience is limited. 

劑量 

Several infusion regimens have been utilized; a 

circadian-timed regimen of 20 to 30mg/m2/day 

combined with 5-fluorouracil plus leucovorin has been 

effective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rcinoma. Short 

infusions every 3 weeks (up to 130 mg/m2) have been 

used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as well as in advanced 

ovarian carcinoma. 

不良反應 

Predominant dose-limiting toxicity: sensory peripheral 

neuropathy. Other effects: nausea, vomiting, diarrhea, 

mucositis, transaminase elevations, and alopecia. 

Myelosuppression minimal; severe nephrotoxicity not 

reported 

警語/注意事項 

It must be diluted in D5W. 

外觀標記 

Olatin®：褐色玻璃瓶 

Eloxatin®：透明玻璃小瓶 

 

Cyclophosphamide D 

Endoxan® 500mg/vial <IENDO> 

臨床適應症 

ALL; ANLL; CLL; CML; Ovarian, breast,cancer; 

Neuroblastoma; Retinoblastoma; Hodgkin's lymphomas; 

Non-Hodgkin's Lymphomas; Multiple myeloma; 

Fungoides mycosis;Nephrotic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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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Adult 

ALL; ANLL; CLL; CML; Ovarian, breast,cancer; 

Neuroblastoma; Retinoblastoma; Hodgkin's 

lymphomas; Non-Hodgkin's Lymphomas; Multiple 

myeloma; Fungoides mycosis:  

IV, initial 40-50 mg/kg in divided doses over a period 

of 2-5 days, or 10-15 mg/kg every 7-10 days, or 3-5 

mg/kg 2 times/wk, or 1.5-3 mg/kg/d. 

Pediatric 

ALL; ANLL; CML; CLL; Neuroblastoma; 

Retinoblastoma; Hodgkin's lymphomas; 

Non-Hodgkin's Lymphomas:  

IV, induction, 2-8 mg/kg/d or 60-250 mg/m2/d in 

divided doses for 6 or more days (or total dose for 7 

days once a wk); maintenance, 10-15 mg/kg every 

7-10 days, or 30 mg/kg at 3-4 wk intervals or when 

bone marrow recovery occurs. 

Nephrotic syndrome: 2.5-3 mg/kg/d. 

不良反應 

M: Amenorrhea; leukopenia; darkening of skin and 

fingernails; loss of appetite; N/V; loss of hair L: 

Anemia; thrombocytopenia; diarrhea or stomach pain; 

flushing of face; headache; increased sweating; 

myxedema R: Anaphylactic reaction; hemorrhagic 

colitis; hepatitis; hyperglycemia; irritation at injection 

site; stomatitis -With high dose and/or long term 

therapy: cardiotoxicity; SIADH; hemorrhagic cystitis; 

hyperuricemia, uric acid nephropathy, nonhemorrhagic 

cystitis, or nephrotoxicity; pneumonitis or interstitial 

pulmonary fibrosis. 

警語/注意事項 

hypersensitivity to cyclophosphamide 

products;severely depressed bone marrow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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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ituted solution is stable 6 days refrigerate or 24 

hrs at room temperature. 

外觀標記 

Endoxan® : 乾粉注射劑 

 

IfosfamideD 

Holoxan®2 g/vial<IHOLO> 

臨床適應症 

Lung cancer, testicular tumour, soft tissue sarcomas, 

ovarian carcinoma, malignant lymphomas, breast 

cancer, carcinoma of the cervix, endometrial 

carcinoma, hypernephroma. 

劑量 

IV:1.2g/m2/day (or 50mg/kg/day) for 5 days, repeated 

every 3 wks 

不良反應 

Myelosuppression, urotoxicit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oxicities, metabolic acidosis, alopecia. 

警語/注意事項 

Further dilutions in D5W or NS is stable for 24 hrs at 

refrigeration 

外觀標記 

Holoxan®:白色粉末 

 

CarboplatinD 

Paraplatin 150 mg/15 ml/vial<IPARAP> 

臨床適應症 

Ovarian cancer, lung cancer, head and neck cancer, 

endometrial cancer, esophageal cancer 

劑量 

Total dose (mg)=Target AUC 

(mg/ml/mimute)×(GFR[ml/minute]+25) 

AUC is the area under the concentration versu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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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ve 

For single agent carboplatin/no prior chemotherapy: 

total dose(mg): 6-8 (GFR+25) 

For single agent carboplatin/prior chemotherapy: total 

dose(mg): 4-6 (GFR+25) 

For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no prior chemotherapy: 

total dose(mg): 4.5-6 (GFR+25) 

For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prior chemotherapy: a 

reasonable approach for these patients would be to use 

a target AUC value＜5 for the initial cycle 

不良反應 

Myelosuppression, peripheral neuropathy, electrolyte 

disturbances, nausea, vomiting 

警語/注意事項 

1.Further dilutions in D5W or NS are stable for 8 hrs 

at room temperature, 2.須避光,3.不要與鋁製劑接觸
4. 25℃儲存 

外觀標記 

Paraplatin:透明澄清液，褐色玻璃瓶 

 

Antimetabolites 
 

FluorouracilD 

Fluoro-uracil1000 mg/20 ml/vial<I5F1000> 

臨床適應症 

Carcinoma of breast, colon, head and neck, pancreas, 

rectum, stomach,actinic/solar keratoses 

劑量 

IV:  

400-500mg/m2/day (12mg/kg/day) for 4-5 days up to 

800mg or until toxicity develops or 12 days, may 

repeat at 1 mon intervals. If toxicity occurs, 15mg/kg 

once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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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Dermatitis, puritic maculopapular, rash, alopecia, 

heartburn, nausea, vomiting, anorexia, stomatitis, 

leukopenia, myelosuppressive 

警語/注意事項 

1.因低溫導致藥品沉澱, 可於 60℃的溫水中用力振
搖, 但使用前需降至與體溫相當 

2.Further dilutions in D5W or NS is stable for 2 days 

at room temperature 

3.可以 NS 或 D5W 稀釋，稀釋後於室溫下避光儲存
可存放 48 小時 

外觀標記 

Fluoro-uracil :透明澄清液 

 

CapecitabineD 

Xeloda 500 mg/tab<OXELO> 

臨床適應症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劑量 

2500mg/m2/day bid 3 week cycle; 2 week on, 1 week 

off 

不良反應 

腹瀉、腹痛、噁心、口腔炎、手足症候群(手足皮膚
反應、掌足紅腫疼痛)、皮膚炎、貧血、疲倦、
neutropenia、lymphopenia 

警語/注意事項 

早、晚飯後 30 分鐘內與水一起吞服。 

外觀標記 

Xeloda :淡紅色長圓形錠; XELODA; 500 

 

GemcitabineD 

Gemzar 200 mg/vial<IGEMZ> 

臨床適應症 

Metastatic bladder cancer, lung cancer, meta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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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creatic cancer 

劑量 

IV infusion (over 30 min), 1000mg/m2/once weekly 

for up to 7 wks, followed by a week of rest from 

treatment. Subsequent cycles 1000mg/m2 weekly for 3 

then 1wk rest . 

不良反應 

Peripheral edema, nausea, vomiting, anorexia, 

proteinuria, flu-like (fever, fatigue) symptoms, 

dose-limiting myelosuppression 

警語/注意事項 

Further dilutions in NS is stable for 24 hrs at room 

temperature 

外觀標記 

Gemzar :凍晶注射劑 

 

MethotrexateD 

Methotrexate  50 mg/2 ml/vial<IMTX2> 

臨床適應症 

Rheumatoid arthritis, trophoblastic neoplasms,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psoriasis, breast, head and neck, 

and lung carcinomas, lymphomas,mycosis fungoides 

(cutaneous T-cell lymphoma), bladder cancer 

劑量 

Trophoblastic neoplasm 

PO, IV, IM: 15-30 mg/day for 5 days, repeat every 12 

wks for 3-5 courses  

Leukemia 

IV, IM: Initial 3.3mg/m2/day, maintenance PO, IV, IM, 

20-30mg/m2 2 times/wk  

不良反應 

Myelosuppression, interstitial pneumonitis, bleeding, 

ulceration, nausea, vomiting, atrophy, necrosis, 

cirrhosis, renal failure, hyperuricemia, 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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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Further dilutions in NS is stable for 24 hrs at room 

temperature. 

外觀標記 

Methotrexate:橘色乾粉注射劑 

 

Tegafur 100 mg+ Uracil 224 mgD 

 UFUR /cap<OUFUR> 

臨床適應症 

Stomach, colon, breast and rectal cancers 

劑量 

Based on Tegafur 500-800mg/day (300-350mg/m2/day, 

Ufur equal to 5-8 Cap in 2-3 divided doses) 

不良反應 

Nausea, vomiting, stomatitis, diarrhea, 

myelosuppression, alopecia, dizziness, hyperuricemia, 

confusion, ataxia, skin rash 

警語/注意事項 

hypersensitivity to tegafur or 5-FU 

外觀標記 

UFUR :白色，長圓形，膜衣錠，MF/1 

 

Tegafur 20mg+ gimeracil 5.8mg+ oteracil 19.6mgD 

TS-1 20/5.8/19.6mg/cap <OTS1> 

臨床適應症 

1.胃癌術後輔助性化療 

2.治療無法切除的晚期胃癌 

3.治療局部晚期或轉移性胰臟癌病人 

劑量 

PO 

Initial 40mg(tegafur)/dose for BSA<1.25, 50mg/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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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SA 1.25-<1.5, 60mg/dose for BSA≧1.5, 

administered twice daily, after breakfast and after the 

evening meal, for 28 consecutive days, followed by a 

14-days rest. Maximum dose: 75mg/dose; minimum 

dose: 40mg/dose  

不良反應 

Leukopenia, neutropenia, decreased hemoglobin, 

anorexia, nausea 

警語/注意事項 

空腹會降低藥品之生體可用率，須於飯後服用 

外觀標記 

TS-1 :白色圓柱形膠囊,TC442 

 

PemetrexedD 

Alimta 500 mg/vial<IALIM> 

臨床適應症 

與 Cisplatin 併用於治療惡性肋膜間質細胞瘤。單一
藥物可治療曾接受化學治療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
小細胞肺癌。 

劑量 

500 mg/m2 IV over 10 minutes on day 1, repeat cycle 

every 21-days 

不良反應 

Peeling of skin, Rash, Constipation, Diarrhea, Loss of 

appetite, Nausea, Pharyngitis, Vomiting, Anemia, 

Leukopenia, Neutropenia, Thrombocytopenia 

警語/注意事項 

配製及稀釋後之溶液儲存條件為冷藏或室溫可達 24

小時 

外觀標記 

Alimta:凍晶注射劑 

 

Anti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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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xorubicinX 

Adriblastina10 mg/vial<IADRI> 

Lipo-DOX ® 20 mg/10 ml/vial<LIPOD> 

臨床適應症 

Leukemias, lymphomas, multiple myeloma, bladder 

cancer, breast cancer, lung cancer,  

gastric cancer, neuroblastoma, ovarian cancer, thyroid 

cancer, Wilms' tumor, soft-tissue sarcomas-osteogenic 

劑量 

Adriblastina: 

Children: IV: 35-75mg/m2 q3w  

Adults: IV: 60-75mg/m2 q3w; max cumulative: 

450-550mg/m2 

Lipo-DOX: 

Kaposi's sarcoma: IV: 20mg/m2 over 30 min every 3 

wks  

Ovarian cancer: IV: 50mg/m2/dose over 1 hr once 

every 4 wks (at least 4 courses is recommended) 

不良反應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lopecia, acute nausea and 

vomiting, mucositis, ulceration, necrosis of the colon, 

anorexia, diarrhea, stomatitis, esophagitis 

警語/注意事項 

使用後尿液會呈紅色 

外觀標記 

Adriblastina®:紅色乾粉及無色稀釋液 

Lipo-DOX®: 紅色乾粉 

 

Epirubicin HClD 

 Epicin10 mg/5ml/vial<IEPIC> 

臨床適應症 

Breast cancer, bladder cancer, endometrial cancer, lung 

cancer, ovarian cance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soft-tissue sarc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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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IV: 60-90mg/m2 every 3 wks (over 3-5 min) 

不良反應 

Myelosuppression, cardiomyopathy or CHF, 

arrythmias, alopecia, nausea, amenorrhea, vomiting 

警語/注意事項 

1. Further dilutions in D5W or NS is stable for 24 hrs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48 hrs at refrigeration 

2. Max. cumulative dose: 550-900mg/m2 

3.須避光 

外觀標記 

Epicin:紅色溶液 

 

Mitomycin CD 

 Mitomycin C10 mg/vial<IMITO> 

臨床適應症 

Gastric carcinoma, pancreatic carcinoma, bladder 

cancer 

劑量 

IV: 10-20mg/m2 every 6-8 wks 

不良反應 

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 nephrotoxicity, severe 

myelosuppression, nausea, vomiting, anorexia 

警語/注意事項 

Further dilutions in D5W or NS are stable for 12 hrs at 

room temperature 

外觀標記 

Mitomycin C :透明注射玻璃小瓶 

 

MitoxantroneD 

 Mitoxantrone 20 mg/10 ml/vial<IMITOX> 

臨床適應症 

Acute nonlymphocytic leukemia, multiple sclerosis, 

prostate cancer, solid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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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Solw IV infusion (over 15-30 min) 

Breast cancer and lymphomas: 14mg/m2 every 3 wks 

Non-lymphoblastic leukaemia: 12mg/m2/day for 5 

days 

不良反應 

Myelosuppression, hepatotoxicity, vomiting, nausea, 

diarrhea, mucositis, alopecia  

警語/注意事項 

Max dose：20mg/day 

外觀標記 

Mitoxantrone 藍色注射玻璃小瓶 

 

Antimitotic agents 

 

DocetaxelD 

 Taxotere  20 mg/1 ml/vial<ITAXOTE> 

臨床適應症 

Breast cance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gastric 

cancer 

劑量 

IV infusion (over 1 hr): 60-100mg/m2 every 3 wks 

不良反應 

Fluid retention, alopecia, nail disorder, mucositis, 

stomatitis, nausea, vomiting, neutropenia, 

neurosensory changes (paresthesia, dysesthesia, pain) 

 

警語/注意事項 

1.未開封濃縮注射液應於 25℃避光儲存。 

2.藥品稀釋後於 25℃下可保存 6 小時，若在非 PVC

輸注袋在 2-8℃下可保存 48 小時。 

外觀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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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otere 透明玻璃小瓶 

 

PaclitaxelD 

 Taxol 30 mg/5 ml/vial<ITAXO> 

臨床適應症 

Breast cancer, ovarian cancer 

劑量 

Ovarian carcinoma:  

IV infusion: 135-175mg/m2 over 3 hrs every 3 wks 

Breast carcinoma: 

IV infusion: 175mg/m2 over 3 hrs every 3 wks 

不良反應 

Bradycardia, neutropenia, alopecia, myopathy, 

stomatitis, allergic 

警語/注意事項 

1.Further dilutions in D5W, NS or D5NS are stable for 

72 hrs at room temperature 

2.Container: 限用塑膠 PP 瓶 

外觀標記 

Taxol:透明黃色瓶裝 

 

VinorelbineD 

 Navelbine 20 mg/soft cap <ONAVE> 

臨床適應症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劑量 

Mono: 

60mg/m2/week×3→80mg/m2/week, max 

dose:160mg/week 

Combo: 

3 weeks/cycle 

60mg/m2, D1 and D8, C1→80mg/m2, D1 and D8, C2....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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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losuppression, neuromyopathy, alopecia, 

pancreatitis, bronchospasm 

警語/注意事項 

1.不建議與活體稀釋疫苗和 Itraconazole 混合使用 

2.不宜以 80mg/m2 作為起始劑量，以免產生副作
用。 

3.整顆與冷開水服用(不可咬破或吸吮)，食物同時併
服。 

4.請冷藏在 2-8℃，室溫儲存可放 72 小時 

外觀標記 

Navelbine: 黃色軟膠囊, N20 

 

Epipodophyllotoxins 
EtoposideD 

 Fytosid 100 mg/5 ml/vial<IETOP> 

 Vepesid 50 mg/cap <OVEPE> 

臨床適應症 

Lung cancer, testicular cancer 

劑量 

Lung cancer 

Adults: PO: 50mg/m2/day for 21 days 

Adults: IV: 60-100mg/m2/day for 3 days 

Testicular cancer 

Adults: IV: 50-100mg/m2/day for 5 day 

不良反應 

Myelosuppression, nausea, vomiting, alopecia 

警語/注意事項 

1.Further dilutions in NS is stable for 48-96 hrs at 

room temperature 

2.Container: glass 

3.建議 IVF 使用 

4.加入稀釋液 NS 500ml(pp)之安定性：室溫 24 hr  

外觀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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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tosid：微黃色溶液 

Vepesid: 淡紅色橢圓型膠囊 

Hormones-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nalogs 

 

Leuprolide AcetateX 

 Leuplin Depot® 3.75mg/vial <ILEUP> 

臨床適應症 

前列腺癌舒解治療、子宮內膜異位、中樞性性早熟
症、因子宮肌瘤引起之經血過多及貧血而預計進行
手術切除者、停經前乳癌 

劑量 

SC 

Prostate cancer, advanced: 3.75 mg every 4 wks 

Endometriosis: 3.75 mg every 4 wks for 6 months 

Central precocious puberty: 30 mcg /kg every 4 wks, 

the dose may titrate to 90 mcg /kg by patient’s 

response 

Anemia due to uterine leiomyomas: 1.88 -3.75 mg 

every 4 wks for up to 3 months 

不良反應 

Pain at injection site, vasodilatation, emotional lability, 

headache, acne vulgaris, thrombotic disorder, vaginal 

hemorrhage, weight gain 

警語/注意事項 

曾有發生腦下垂體中風的罕見案例報告，其中大多
數病患被診斷出罹患腦下垂體腺瘤。大多發生在使
用第一劑的二週內，有一些則很快發生(1 小時內)。
症狀有突發性頭痛、嘔吐、視覺變化、眼部肌肉麻
痺、精神狀況改變，有時出現心血管衰竭。若發生
腦下垂體中風需要立即的醫療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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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mones 
AnastrozoleX 

  Arimidex® 1mg/tab <OARIM> 

臨床適應症 

治療停經後婦女晚期乳癌。其療效對於雌激素接受
器陰性之病患尚未被證實，除非這些病患曾經對
Tamoxifen 有陽性反應。輔助治療停經後婦女且荷爾
蒙接受器為陽性的早期侵犯性乳癌。輔助治療已使
用 tamoxifen 2-3 年之停經後婦女且荷爾蒙接受器為
陽性的早期乳癌。 

劑量 

PO, 1 mg/qd 

 

不良反應 

皮疹、噁心、沮喪、肌肉關節不適、頭痛、呼吸困
難、血栓性靜脈炎、高膽固醇血症、骨折、陰道出
血 

警語/注意事項 

1. 禁用於停經前婦女、禁用於嚴重肝功能不全患者 

 2. 不可與含雌激素療法併用，因會抵消其藥理作用 

 3. 不可與 tamoxifen 併用，因會抵消其藥理作用 

外觀標記 

Arimidex®:白色圓形扁凸狀膜衣錠;ADX 1 

 

ExemestaneX 

Aromasin® 25mg/tab <OAROM> 

臨床適應症 

具有雌激素受體陽性之停經婦女，使用 tamoxifen

至少 2 年之早期侵犯性乳癌的輔助治療。已接受抗
雌激素而無效之停經婦女晚期乳癌。 

劑量 

PO, 25 mg/qd,pc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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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盜汗、關節痛、疲倦、噁心、發汗、失眠、頭痛、
心衰竭、心肌梗塞、骨折、腦血管意外 

警語/注意事項 

1.禁用於停經前婦女 

2.不可與含有雌激素的藥物併用，因會抵消其藥理
作用 

3. Aromasin 無與其他臨床抗癌藥物併用的臨床經驗 

外觀標記 

Aromasin®: 白色圓形扁球狀糖衣錠;7663 

 

BicalutamideX 

  Casodex® 50mg/tab <OCASO> 

臨床適應症 

與 LHRH類似劑療法或手術去勢療法併用於進展性
攝護腺癌 

 

劑量 

50 mg/qd. The medication is to be used concurrently 

with an LHRH analog or after surgical castration 

不良反應 

男性女乳症、熱盜汗、腹瀉、噁心、身體無力、呼
吸不良反應、腸胃出血、直腸出血、貧血、肝毒性 

警語/注意事項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hepatic impairment. 

外觀標記 

Casodex®: 白色圓凸狀錠劑;cdx 50;箭頭圖形 

 

ToremifeneD 

Fareston® 60 mg/tab <OFARE>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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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estrogen receptor positive or estrogen receptor 

status unknown tumors 

劑量 

PO, 60 mg/qd 

不良反應 

熱潮紅、盜汗、子宮出血、白帶、疲倦、噁心、發
疹、皮膚癢、昏眩與沮喪 

警語/注意事項 

1. May prolong the QT interval. Avoid use with other 

medications known to prolong the QT interval and 

with strong CYP3A4 inhibitors. 

2. 子宮內膜增厚或嚴重肝病變者避免長期使用此
藥 

外觀標記 

Fareston®:白色圓形扁平狀素錠; TO 60 

 

FlutamideD 

  Fuprostate® 250mg/tab <OFUPR> 

臨床適應症 

前列腺癌的輔助治療。 

劑量 

PO, 250 mg/tid, with a GnRH analog. 

不良反應 

疲倦、噁心、嘔吐、發汗或突然發熱、乳房腫脹、
性障礙、肝毒性、貧血、白血球減少、血小板減少
症 

警語/注意事項 

1. Hepatic failure have been reported. Should be 

discontinued if ALT ≧ 2 ULN or jaundice occurs. 

2. 嚴重肝功能不全患者禁用 

外觀標記 

Fuprostate®: 米黃色橢圓錠,PBF,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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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oxifenD 

  Nolvadex® 10mg/tab <ONOLV> 

臨床適應症 

轉移性乳癌之治療、乳癌手術後之輔助療法。 

劑量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20-40 mg daily (doses > 20 

mg should be given in 2 divided doses) 

Adjuvant therapy: 20 mg once daily 

不良反應 

熱盜汗、無月經、月經不順、經期不規則、陰道出
血、腦血管意外、白內障、子宮內膜惡性腫瘤、肺
栓塞 

警語/注意事項 

1. 若與 coumarin 類抗凝血劑併用，抗凝血作用可能
會 

明顯增加，建議仔細監測 

2. 子宮內膜癌或子宮肉瘤發生率可能增加，若有不
正常之婦科症狀應盡速檢查 

外觀標記 

Nolvadex®: 白色圓形錠; NOLVADEX 10 

 

Cytoprotective Agents 
Folinate calcium (leucovorin calcium)C 

Calife® 15mg/tab <OCALI> 

Covorin® 50mg/5ml <ICOV> 

臨床適應症 

超量使用葉酸拮抗劑時，消滅其毒性及抵消其作用、
治療因斯潑盧(sprue)營養缺乏、妊娠及幼齡等引起
之巨初紅血球性貧血 

劑量 

High-dose methotrexate-rescue:  
Initial: Oral, IM, IV: 15 mg (-10 mg/m2); start 24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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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eginning methotrexate infusion; continue every 

6 hours for  10 doses, until methotrexate level is 

<0.05 micromolar 
Folate-deficient megaloblastic anemia: po ,5-15 mg/qd 

不良反應 

腹瀉、噁心、嘔吐、胃炎、倦怠感、皮疹、搔癢、
喘鳴 

警語/注意事項 

不適用於缺乏 Vit B12所引起的惡性貧血或其他貧血 

外觀標記 

Calife®: 白色圓型錠, NK, 452 

 
MesnaB 

Uromitexan® 400 mg/4 ml/amp <IUROM＞ 

臨床適應症 

尿路保護劑(防止 oxazaphosphorine 類藥物所引起出
血性膀胱發炎) 

劑量 

Uromitexan 採靜脈注射，成人劑量相當於
oxazaphosphorines 劑量之 20%，第一次和
oxazaphophorine 同時給，第二次給藥是 4 小時後，再
隔 4 小時給第三劑。 

高劑量 oxazaphosphorine 之 cytostatic 治療(如骨髓移
植前)，Uromitexan 總劑量可增加至 oxazaphosphorines

劑量的 120-160%。一般建議為在給予 Uromitexan 

20% (相對於 oxazaphosphorine 之總劑量)之後，其餘
部份在 24 小時內持續以靜脈輸注投予。亦可採大劑
量間斷投予替代。成人：3 x 40% (每隔四小時投予)

或 4 x 40% (每隔三小時投予)。 

Ifosfamid 之連續輸注 ,曾有有利的證據顯示，以
ifosfamide 總劑量之 20% 的 Uromitexan 注射後，接
著給予 100%的 ifosfamide 劑量之 Uromitexan 連續輸
注是有益旳，其尿道保護作用可持續至 ifosfamide 輸
注終止後 6-12 小時 



 

 

372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頭痛、四肢疼痛、疲倦、低血壓 

注意事項 

1. 保護作用只限於尿道。以 oxazaphosphorine 治療
之所有建議的防患措施，並不受 mesna 影響。 

2. 可能會引起酮體 (ketone bodies)試驗呈現偽陽
性。 

 

DNA Topoisomerase Inhibitors 
Irinotecan HClD 

   Irinotecan® 100mg/5ml/vial <IRINO> 

臨床適應症 

治療晚期性大腸直腸癌 

劑量 

IV infusion (> 90 mins) 

Refer to individual protocols for combination 

chemotherapy. 

Colorectal cancer:  

Weekly dosage schedule: 90-125 mg/m2 once weekly 

x 2-4 wks followed by a 1-2 wks rest period 

Once-every-2-weeks schedule: 180 mg/m2 q2w 

不良反應 

禿頭症、藥物引起的嗜伊紅性白血球過多症、肝功
能異常、間質性肺病症、腹瀉、噁心、嘔吐、發熱
性嗜中性球減少症、白血球減少症、血小板減少症 

警語/注意事項 

Beware of acute and delayed diarrhea 

 

Monoclonal Antibodies 

BevacizumabC 

 Avastin® 100mg/4ml/vial <IA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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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1.轉移性大腸直腸癌 2.轉移性乳癌 3.惡性神經膠質
瘤- 神經膠母細胞瘤 4.晚期、轉移性或復發性非鱗
狀非小細胞肺癌 5.復發性卵巢上皮細胞、輸卵管或
原發性腹膜癌  6.持續性、復發性或轉移性之子宮
頸癌 

劑量 

IV infusion. Refer to individual protocols as dosage 

and schedules may vary.  

Breast cancer: In combination with paclitaxel, 10 

mg/kg q2w.  
Colorectal cancer: 5 mg/kg or 10 mg/kg q2w, 

depending on combination regimen.  
Lung cancer, nonsquamous non-small cell: In 

combination with paclitaxel and carboplatin, 15 mg/kg 

q3w.  
Renal cancer, metastatic: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rferon alfa, 10 mg/kg q2w.  
Glioblastoma: 10 mg/kg q2w.  

不良反應 

腹痛、身體無力、頭痛、心血管不良反應、腸胃不
適、皮膚、血液方面不良反應、低血鈉症、咳血、
肺出血 

警語/注意事項 

1. The initial dose should be IF over 90 mins 

afterchemotherapy. If well tolerated, the second 

infusion may be given over 60 mins, then subsequent 

infusions over 30 mins before or after chemotherapy. 

2. Should be permanently discontinued in patients 

with a severe arterial thromboembolic event, 

hypertensive crisis or  

gastrointestinal perforation or wound dehiscence 

requiring medic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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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uximabC 

 Erbitux® 100 mg/20ml/vial <IERBI> 

臨床適應症 

1. 治療具表皮生長因子受體表現型(EGFR 

expressing)，RAS 原生型(wild-type)之轉移性直
腸結腸癌患者。與 FOLFIRI (Folinic acid/ 5-FU/ 

Irinotecan)合併使用之第一線治療。與 FOLFOX

合併使用之第一線治療。 

2. 與放射線療法合併使用，治療局部晚期之口咽癌、
下咽癌及喉癌患者。 

3.與內含 platinum 類之化學療法合併使用，治療復
發及/或轉移性頭頸部鱗狀細胞癌患者。 

劑量 

一星期輸注一次，起始劑量400 mg/m2，輸注時間120

分鐘。之後每一星期的劑量是250 mg/m2，建議輸注
時間60分鐘。 

輸注速率不能超過10 mg/min。首次劑量應緩慢給藥，
輸注速率不可超過5 mg/min 

不良反應 

痤瘡樣皮疹、腹瀉、身體無力、噁心、低血鎂、黏
膜炎、心律不整、白血球減少、腎衰竭、間質性肺
疾病、肺栓塞、感染症 

警語/注意事項 

1.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infusion-related reactions, 

premedication with an antihistamine is recommended. 

Close monitoring is required during and for at least 1 

hour after the end the infusion. 

2. Dosage adjustment may be necessary for 

dermatologic toxicities. 

3. Increased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and/or 

sudden death has been observed. Use with caution, 

especially in patients ≧ 65 yr or in combination with 

cardiotoxic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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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stuzumabD 

 Herceptin® 440mg/vial <IHERC> 

臨床適應症 

HER2 過度表現或 HER2 基因 amplification 之早期
乳癌、轉移性乳癌患者 

劑量 

IV infusion,  

每週療程：起始劑量4 mg/kg over 90 mins，之後2 

mg/kg QW，若病人對先前劑量的耐受力佳，輸注
30分鐘即可每三週一次療程：起始劑量8 mg/kg over 

90 mins，3週後投予6 mg/kg劑量，之後6mg/ kg Q3W，
若病人對先前劑量的耐受力佳，輸注30分鐘即可。 

不良反應 

身體無力、發燒、噁心、白血球過少、頭痛、心肌
病變、免疫過敏反應、腎病症候群、呼吸不良反應、
注射引起的不良反應 

警語/注意事項 

心肌病變、嚴重輸注反應及肺毒性 

 

GefitinibD 

 Iressa® 250 mg/tab <OIRES> 

臨床適應症 

1.先前已接受過化學治療後，但仍局部惡化或轉移
之肺腺癌病患之第二線用藥。 

2.具有 EGFR-TK 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移性之非
小細胞肺癌(NSCLC)病患之第一線治療。 

劑量 

PO , 250mg/qd  

不良反應 

腹瀉、皮疹、痤瘡、乾性肌膚、嘔吐、食慾不振、
搔癢、無力、肝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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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 定期檢查肝功能。 

2.若出現呼吸症狀之惡化，如呼吸困難、咳嗽及發
燒時應停止用 Iressa 治療，並著手調查。當確認是
間質性肺病時，應停藥並給予適當治療。 

3. 若出現急性角膜炎或惡化眼睛疾病現象應立即
求助眼睛專科醫生，一旦確診為潰瘍性角膜炎應中
斷 Iressa 治療。如症狀無法消除或重新用藥後再復
發，應考慮停用 Iressa 治療。 

4.併用 warfarin 可能造成 INR 上升或出血，應小心監
測。.  

5. 若無法整粒吞服錠劑，可將錠劑至於半杯水中，
不要壓碎，攪拌直到錠劑崩散(約 15 min)後，立即
服用/管餵，再以半杯水沖洗杯緣並服用。 

外觀標記 

Iressa®: 褐色圓形膜衣錠,IRESSA,250 

 

RituximabC 

Mabthera® 100mg/10ml/vial <IMABT> 

Mabthera® 500mg/50ml/vial <IMAB500> 

臨床適應症 

非何杰金氏淋巴瘤(NHL)、類風濕性關節炎、 慢性
淋巴球性白血病(CLL)、肉芽腫性血管炎(GPA)及顯
微多發性血管炎(MPA) 

劑量 

IV infusion. Refer to individual protocols.  

NHL (relapsed/refractory, low grade or follicular): 375 

mg/m2 qw × 4 or 8 doses.  
NHL (diffuse large B-cell): 375 mg/m2 given on day 1 

of each chemotherapy cycle for up to 8 doses (in 

combination with CHOP chemotherapy or other 

anthracycline-based regimen) 
CLL: 375 mg/m2 on the day prior to 

fludarabine/cyclophosphamide in cycle 1, then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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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2 on day 1 (every 28 days) of cycles 2 to 6 (in 

combination with fludarabine and cyclophosphamide) 

Rheumatic arthritis: 1000 mg on D1, D15 with 

methotrexate.  
不良反應 

腸胃不良反應、皮膚不良反應、心血管不良反應、神
經不良反應、血液不良反應、呼吸方面不良反應、免
疫過敏反應、腎毒性 

警語/注意事項 

 1. 致命的輸注反應、腫瘤溶解症候群、嚴重黏膜皮
膚反應、B型肝炎病毒再活化以及進行性多發性腦
白質病(PML) 

2. 每次輸注前應該給予前置用藥，包括止痛劑/解熱
劑(acetaminophen)及抗組織胺( diphenhydramine )。
在輸注前也應考慮投予葡萄糖皮質素做為前置用藥，
特別是在投予Mabthera時未合併使用含類固醇化學
療法的情況下。 

3. 第一次輸注建議起始輸注速率為50mg/hr；若無輸
注相關毒性，之後每隔30分鐘可以50 mg/hr的量逐
漸增加，至最大速率400 mg/hr。後續靜脈輸注可以
100 mg/hr的速率開始，若無輸注相關毒性，每隔30

分鐘以100 mg/hr的量逐漸增加，至最大速率
400mg/hr。 

Sorafenib TosylateD 

 Nexavar® 200 mg/tab <ONEXA> 

臨床適應症 

晚期腎細胞癌且已接受 interferon-alpha 或
interleukin-2 治療失敗，或不適合以上兩種藥物治療
之病患。 

轉移性或無法手術切除且不適合局部治療或局部治
療失敗之晚期肝細胞癌，且須為 Child-Pugh A class 

患者。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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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take at least 1 hr before or 2 hrs after a meal. 

400 mg/bid, continue until patient is no longer 

clinically benefiting from therapy or unacceptable 

toxicity occurs. 

不良反應 

高血壓、疲勞、頭痛、手足症候群、低磷酸鹽血症、
血液不良反應、出血、腸胃不良反應、心血管不良
反應、急性腎衰竭。 

警語/注意事項 

1. 處理疑似藥物不良反應時，可能須暫時中斷
Nexavar 治療及/或減少劑量。若需減少劑量，應
降至 400 mg/qd，若需進一步減少劑量，可降至
400 mg /qod  

2. 心缺血或心肌梗塞的風險、QT 間隔延長、出血
風險、高血壓風險、皮膚毒性風險、腸胃道穿孔
的風險、傷口癒合併發症(大型外科手術前建議暫
時中止 Nexavar 治療) 

外觀標記 

Nexavar®: 粉紅圓形錠劑, BAYER, 200 

 

DasatinibD 

 Sprycel® 50 mg/tab <OSPRY> 

臨床適應症 

 1. 治療新診斷的費城染色體陽性(Ph+)之慢性期慢
性骨髓性白血病(CML)的成人。 

 2. 治療患有慢性、加速或急性期 CML，且對先前含
imatinib  的治療有抗藥性或無耐受性的成人。 

 3. 患有 Ph+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LL)，且對先前含
imatinib 的治療有抗藥性或無耐受性的成人。 

劑量 

Ph+ CML, newly diagnosed in chronic phase: 

initial dose100 mg QD PO 

CML, accelerated phase or blast phase&Ph+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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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dose 140 mg QD PO 

在成人CML及Ph+ ALL患者的臨床試驗中，對於以
建議起始劑量無法達到血液學或細胞基因學反應的
患者，允許將劑量提高到140 mg QD (慢性期CML)

或180 mg QD (加速或急性期CML及Ph+ ALL) 

不良反應 

血球數低下、出血、水腫、腹瀉、皮疹、頭痛、噁
心、心心衰竭、心肌梗塞、左心室功能障礙、QT

間期延長、肺動脈高壓 

警語/注意事項 

1.在Sprycel治療期間及最後一劑後30天內，需避
孕。 

 2.定期監測全血球計數(CBC) 

 3.避免與強效CYP3A4抑制劑併用。若必須併用強效
CYP3A4抑制劑，可考慮將服用Sprycel 100 mg/qd患
者的劑量降至20 mg/qd。服用140 mg/qd的患者，考
慮降至40 mg/QD。但目前尚無服用強效CYP3A4抑
制劑患者的劑量調整臨床資料。若降低劑量後仍無
法耐受Sprycel，須停用強效CYP3A4抑制劑，或停用
Sprycel直到CYP3A4抑制劑治療終止。當停用強效
CYP3A4抑制劑，應先容許約1週的清洗期，再增加
Sprycel的劑量。 

4.避免與強效CYP3A4誘發劑(dexamethasone、rifampin 

phenytoin、carbamazepine)併用。若須併用CYP3A4

誘發劑，應考慮增加Sprycel劑量。若增加劑量，應
小心監測患者有否發生毒性。 

5. H2- blocker或 PPI不建議與Sprycel合併使用。應
該考慮以制酸劑取代(與Sprycel服用時間需間隔至
少2小時)。 

外觀標記 

Sprycel®:白色橢圓型錠; BMS; 528 

 

ErlotinibD 

Tarceva® 150mg/tab <OT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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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1. 具有 EGFR-TK 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移性之非
小細胞肺癌(NSCLC)病患之第一線治療。2. 先前
已接受過化學治療後，但仍局部惡化或轉移之肺
腺癌病患之第二線用藥。3. 已接受 4 個週期含
platinum-based 第一線化學療法且尚未惡化的局
部晚期或轉移性肺腺癌的維持療法。 

劑量 

PO, taken at least 1 hr before or 2 hr after meals. 

具EGFR-TK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移性之非小細
胞肺癌:150 mg/qd 

肺腺癌病患之第一線維持療法及二線治療：150 

mg/qd  

不良反應 

皮膚過敏、胃腸不適、衰弱、口腔炎、肝指數上升、
間質性肺病、結膜炎、呼吸困難 

警語/注意事項 

1.監測肝功能。 

2.需整粒吞服。若無法吞服可加入 100 ml 水中溶解
後立即服用/管餵，再加入 40 ml 水至容器中沖洗殘
餘量並服用。 

3.抽菸會降低Tarceva的曝露量，應建議病患戒菸 

4. 主要由 CYP3A4 代謝。併用 rifampin 等 inducers，
Tarceva 可能需使用較高劑量；併用 ketoconazole

等 inhibitors，Tarceva 可能須減量。 

 5. H2 blocker或PPI不建議與Tarceval合併使用，可考
慮以制酸劑代替。(制酸劑和Tarceva服藥時間需間隔
數小時。) 

外觀標記 

Tarceva®: 白色圓錠; TARCEVA 150 (T150) 

 

NilotinibD 

  Tasigna® 200mg/cap <OTASI>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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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慢性期及加速期費城染色體陽性(Ph+)的慢性骨
髓性白血病(CML)成年患者，且該患者至少有過一
次對先前的治療(包括 imatinib)有阻抗性或耐受性不
良的經驗。 

劑量 

PO, at least 1 hr before or 2 hrs after a meal 

CML, chronic or accelerated phase, after failing prior 

therapy (including imatinib): 400 mg/ bid 

Newly diagnosed Ph+ CML in chronic phase: 300 mg/ 

bid 

不良反應 

周邊水腫、頭痛、皮疹、噁心、嘔吐、血球低下、
肝指數上升、關節痛 

警語/注意事項 

1. Nilotinib會延長QT間隔。使用前應定期監測低血
鉀症或低血鎂症並改善症狀。應於基期、使用7

天後、後續定期以及每次調整劑量後取得心電圖，
以監測QTc波。 

2. 使用nilotinib的患者曾有猝死的報告。不應使用
於低血鉀症、低血鎂症或QT延長症候群的患者。
避免同時使用已知會延長QT間隔的藥物以及強
效CYP3A4抑制劑。 

3. 對無法吞嚥膠囊的患者，可將每顆膠囊的內容物
混撒在一茶匙的蘋果泥中，並立即(15分鐘內) 將
混合物服下。 

外觀標記 

 Tasigna®:淡黃色不透明硬膠囊，印有紅色 NVR / TKI

字樣 

 

Substituted Ureas 
HydroxyureaD 

  Hydrea® 500mg/cap <OHY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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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黑色素瘤、抵抗性慢性髓性白血病、復發、轉移或
不可開刀之卵巢癌、與輻射線治療併用於除唇外之
原發性頭及頸麟狀細胞癌之局部控制。 

劑量 

PO, 

Carcinoma of the head and neck (concomitant therapy 

with irradiation): 80 mg/kg as a single dose Q3D 

CML (resistant): 20-30 mg/kg/ QD 

Solid tumors: 80 mg/kg as a single dose Q3D or 20-30 

mg/kg/ QD 
Sickle cell anemia: initial 15 mg/kg /QD 

不良反應 

骨髓抑制、口腔炎、睡意、頭暈、定向感缺失、噁
心、嘔吐、皮膚潰瘍或病變、血管性潰瘍、壞疽 

警語/注意事項 

1. 可能造成嚴重骨髓抑制，治療期間須定期監測血
球數，必要時暫停治療或降低劑量。 

2. 不應使用於骨髓功能遭抑制的患者，即：白血球
減少症(<2500/mm3)或血小板減少(<100,000/mm3)

或嚴重貧血。 

3. 長期使用hydroxyurea的患者曾有發生次發性白血
病的報告，亦曾有皮膚癌的報告。建議患者避免日
曬、自行檢查皮膚、並在定期追蹤門診時接受次發
性惡性腫瘤篩檢。 

外觀標記 

Hydrea®: 粉紅/灰藍色硬膠囊; BMS 303 

 

Miscellaneous 

ThalidomideX 

Thado®50mg/cap<OTHAD> 

臨床適應症 

治療新診斷多發性骨髓瘤。使用時須和 predniso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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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oral melphalan 併用，或和骨髓移植併用，或和
pamidronate 併用於骨髓移植後之治療。 

劑量 

PO, hs or 1 hour after the evening meal 

Multiple myeloma, newly diagnosed: 200 mg/hs; in 

28day treatment cycles in combination with 

dexamethasone.  

Up to 400 mg/day in combination with melphalan and 

prednisone.  
不良反應 

Dizziness, somnolence, rash, peripheral neuropathy, 

Steven's Johnson syndrome, 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警語/注意事項 

1. 會造成嚴重、危及生命之胎兒缺陷，須簽署病患
(男/女)同意書，了解此藥致畸胎之危險性，服藥前
後一個月期間應避孕。 

2. 服藥前必須驗孕，檢查報告為陰性反應才可處方
此藥。 

外觀標記 

Thado®: 膚色/白色; 長橢圓形; THADO/THADO 

 
Biologic and immunologics agents 

Hepatitis B vaccine 

Engerix B® 20μg/1ml/vial <IENGE>B 

臨床適應症: 

預防Ｂ型肝炎 

劑量 

接種劑量:1ml 

接種時程(Infant-adult) 

＊第 1 劑：出生 24 小內儘速接種，愈早愈好。 

＊第 2 劑：出生 1 個月。 

＊第 3 劑：出生 6 個月。 

接種劑量: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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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時程(Hemodialysisi adult):共 4 劑;第 0,1,2,6 個月 

禁忌 

先前接種本疫苗或對本疫苗成分曾發生嚴重過敏反
應者。 

警語/注意事項 

發燒或正患急性中重度疾病者，待病情穩定後再接
種。 

母親非高傳染性Ｂ型肝炎帶原者（ｓ抗原及ｅ抗原
均為陽性）之低出生體重兒（＜2,000 公克），其第
1 劑Ｂ肝疫苗，於體重超過 2,000 公克或出生滿 1

個月後接種 

 

Tetanus toxoid®1ml/vial <ITOXO>C 

臨床適應症 

預防破傷風 

劑量 

1.初次免疫：行肌肉或皮下注射，每次 0.5ml。 

2.追加免疫：通常於初次免疫後 6-12 個月之間，或受
創傷之際，0.5ml 肌肉或皮下注射一次。 

不良反應 

偶有局部紅腫、疼痛、發熱、倦怠等現象。 

警語/注意事項 

凡有下列病症或體質者不宜注射： 

1.發燒，或有顯著營養不良者。 

2.罹患心臟血管系統疾病，腎臟疾病、糖尿病或腳氣
病者,當該疾病在急性期或惡性期者。 

3.對本劑之成份會引起過敏者。 

4.曾接種本劑有顯著異常副作用反應者。 

5.在接種前一年以內，曾發生痙攣者。 

6.妊娠婦。 

7.除上所記載外，經醫師診斷後不適宜預防接種狀態
者。 

8.同一部位不宜反覆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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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Papillomavirus(HPV) vaccine 

Gardasil®0.5ml/syringe <IGARD> 

臨床適應症 

1.預防 9~26 歲女性第 6、11、16、18 型人類乳突病
毒的感染(子宮頸癌前期,陰道及外陰部癌,生殖器疣). 

2.預防 9~26 歲男性第 6、11 型所引起的生殖器疣 

劑量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的接種採肌肉注射，15-26yr 施打
的時程是在首次劑量後第 2個月及第 6個月完成三劑
疫苗注射。9-14yr 施打的時程是在首次劑量後第 6 個
月完成二劑疫苗注射 

不良反應 

注射部位疼痛腫脹、搔癢發紅及發燒、噁心、暈眩，
曾有發生呼吸困難的案例 

警語/注意事項 

接種禁忌 

1.曾對子宮頸癌疫苗產生過敏反應。2.有出血性疾病
及不能在手臂上打針者。3. 因基因缺陷或感染愛滋
病毒等，以致免疫力衰弱者。 4.已懷孕或計畫即將
懷孕者。5.正發燒至 37.8℃以上者。6.正罹患子宮頸
癌或癌前期的女性。 

 

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MMR®II / 0.5ml/vial <IMMR> 

臨床適應症 

麻疹病毒、腮腺炎病毒、德國麻疹病毒感染之預防 

劑量 

SC, 0.5ml 

接種時程 

第 1 劑:出生滿 12 個月 

第 2 劑:滿 5 歲至入國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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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注射部位發生暫時發熱及刺痛感，發燒，輕微全身性
發疹。 

警語/注意事項 

已知對「蛋」之蛋白質或疫苗的成份有嚴重過敏者，
不予接種。孕婦。已知患有嚴重免疫缺失者（包括嚴
重免疫不全的愛滋病毒陽性個案、先天性免疫缺失症
與白血病、淋巴癌等惡性腫瘤病人或接受化療、免疫
抑制藥物治療及高劑量類固醇者） 

 

Varicella virus vaccine 

Varivax Live® 0.5ml/vial <IVARI> 

臨床適應症 

水痘之主動免疫 

劑量 

建議施打於 12 個月以上之幼童，12 個月-12 歲兒童
注射單一劑量。13 歲以上應注射兩劑，間隔四至八
週。 

接種劑量: SC, 0.5ml 

不良反應 

接種部位可能有發紅、疼痛或腫脹等局部反應。可能
有輕微的發燒，偶有發生高燒、抽搐之現象。接種後
5-26 天於注射部位或身上可能出現類似水痘的水
泡。 

警語/注意事項 

與自然感染水痘病毒一樣，疫苗的病毒可能潛伏在體
內，在免疫功能低下時，病毒再活化而表現成帶狀疱
疹。 

先前接種本疫苗或對本疫苗任何成分曾發生嚴重過
敏反應者。已知患有嚴重免疫缺失者（包括嚴重免疫
不全的愛滋病毒陽性個案、先天性免疫缺失症與白血
病、淋巴癌等惡性腫瘤病人或接受化療、免疫抑制藥
物治療及高劑量類固醇者）。 

孕婦。接種疫苗後的一個月內亦應避免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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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ster virus vaccine live 

ZOSTAVAX® 0.65ml/vial<IZOS> 

臨床適應症 

預防 50-79 歲之成人帶狀疱疹(皮蛇) 

劑量 

SC,目前並不確知接種 ZOSTAVAX 後之保護效果的
持續時間。在帶狀疱疹預防研究(SPS)中，已證實 4

年追蹤期的保護效果。再次接種的必要性尚未確立。 

不良反應 

頭痛、紅斑、投藥部位(疼痛、腫脹、搔癢) 

警語/注意事項 

1.曾對此疫苗的任何成分(包括明膠)產生過敏反應。
2.曾對 Neomycin(每劑泡製後的疫苗含有微量的 

Neomycin)產生過敏/類過敏反應。3.因下列疾病而
呈現原發性或後天性的免疫不全狀態：急性與慢性
白血病、淋巴瘤、其他會侵犯骨髓或淋巴系統的疾
病、HIV/AIDS 所引起的免疫抑制、細胞性免疫功
能不全。4.免疫抑制治療 (包括高劑量的皮質類固
醇) 。5.未經治療的活動性結核病。6.懷孕。 

 

Rotavirus Vaccine 

Rotarix Live® 1.5ml/oral syringe <IROTA> 

臨床適應症 

預防輪狀病毒所引起的腸胃炎（G1 與非 G1 血清
型如 G2、G3、G4 和 G9） 

劑量 

共須口服接種兩劑,最好在出生後 6-16 週接種,並且
必須在出生後 24 週內完成。兩劑間隔不得少於 4

週。 

不良反應 

腹瀉、嘔吐、發燒、咳嗽、流鼻水、喉嚨痛、中耳
炎與支氣管痙攣。 

警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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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麻痺疫苗對 Rotarix 的影響 

IPV 不影響。OPV 輕微影響第一劑輪狀病毒疫苗
的效果，建議間隔 2 週。 

禁忌 

1.先前曾在接種 Rotarix 疫苗之後發生過敏反應者，
或已知對此疫苗之任何成分過敏者。 

2.不可用於未經矯正的胃腸道畸形，因其會使胃腸
道較容易發生腸套疊。 

3.已知或疑似免疫功能缺陷（immunodeficiency）的

嬰兒。 

 

Diagnostic agents 

Iopamidol 

Iopamiro-300®612.4g/ml/100ml/bot <IIOPA100> 

臨床適應症 

神經造影術、血管造影術、尿路造影術 

靜注或靜脈點滴之方式給予 

神經造影術：腦池及腦室 X 光造影、脊髓脊神經根 X

光造影：濃度 200-300 mg I/ml，5-15 ml。 

尿路造影術：此項檢查之推薦劑量為 30-50 ml。 

血管造影術： 

1.腦動脈X光造影：濃度 300 mg I/ml，5-10 ml(bolus)。 

2.選擇性內臟動脈 X 光造影：濃度 300-370 mg I/ml. 

depending on examination。 

3.末梢動脈X光造影：濃度 300-370 mg I/ml，40-50 ml。 

4.靜脈 X 光造影：濃度 300 mg I/ml，30-50 ml 。 

不良反應 

頭痛、嘔吐、噁心、注射部位疼痛、臉頰發熱、心跳
徐緩、全身性低血壓。 

警語/注意事項 

可能發生過敏反應或藥物性休克。孕婦及甲亢患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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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醫師確認有使用需要,方能使用含碘照影劑 

禁忌: 多發性骨髓瘤、嚴重肝腎機能不全,癲癇 

 

PPDC 

PPD RT Tubercullin 2TU/0.1ml,1.5ml/vial<IPPD> 

臨床適應症 

TB test 

劑量 

Diagnostic: Intradermally, 0.1 mL observation for 

48-72h 

不良反應 

注射部位(疼痛、刺激、搔癢) 

 

 

Antidotes 

Leucovorin CalciumC 

Calife®  15mg/tab <OCALI> 

Covorin® inj 50mg/5ml/amp <ICOV> 

臨床適應症 

加強 5-Fu 的抗癌作用 ; 葉酸拮抗劑之解毒劑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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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U activity IVD 200-350mg/m²  

PO, IM, IV(rate＜160mg/min) 

Trimethoprim Toxicity : 5-15mg/d × 3d or until blood 

counts normal 

MTX Toxicity: 

1.Non-cancer dose:10-20mg q6h × 3-5d 

2.Cancer dose : 100mg/ m² q3-6h≧3d or  

until MTX＜0.01μM/ L  

High dose MTX rescue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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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反應,蕁麻疹 

外觀標記 

Calife®:白色圓型錠, NK,452 

 

Flumazenil 

Anexate® 0.5mg/5ml/amp <IANEX> 

臨床適應症 

麻醉及加護病房時反轉 benzodiazepine 的中樞鎮靜作
用 

劑量 

Adult : IV 0.2mg up to total dose≦1mg 

Child : IV 0.01mg/kg (max:0.2mg) up to total 

0.05mg/kg ,max : 1mg 

Onset:1-5min    Duration:20-120min 

不良反應 

N/V ,flushing,dizziness,headache,arrhythmia,seizure  

警語/注意事項 

當 Anexate 用於混合藥物過量的情況下，必須特別的
小心謹慎，因為其他藥物（特別是環狀抗憂鬱劑）服
用過量引起的毒性作用（例如抽搐痙攣和心律不整），
可能會因為 benzodiazepines 的作用被 Anexate反轉而
浮現出來。 

Flumazenil 不能用在已知有癲癇病史或疑似 TCA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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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病患身上。 

 

AcetylcysteineB 

Fluimucil A®600mg/tab<OFLUI> 

臨床適應症 

Acute acetaminophen toxicity 

劑量 

Load: 140 mg/kg PO once 

Maintenance: 70 mg/kg PO every 4 hours for 17 doses  

不良反應 

N/V,stomatitis,rhinorrhea,headache, urticaria,chill,fever  

外觀標記 

Fluimucil A®:口服發泡錠劑 

 

NaloxoneB 

Naloxone®0.4mg/1ml/amp <INARC> 

臨床適應症 

麻醉藥品過量之解毒劑。 

劑量 IV, IM, SC 

已知或疑似麻醉葯品使用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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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IV 0.4mg-2mg 若未達到預期復甦效果於投藥

後隔 2-3分鐘重複給藥若投與 10mg 仍未有反應宜考

慮是否非為鴉片類藥品引起之中毒. 

Child: IV 0.01mg/kg 若未改善可追加投與 0.1mg/術

後發生鴉片類藥品抑制 0.1-0.2mg (0.01mg/kg) 

q2-3min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流汗，心搏過速，高血壓，痙攣 

 

Activated charcoal 
Carbomix®61.5g/Bot<OCARB> 

臨床適應症 

緊急治療藥物或化學品中毒 

劑量 

加入蒸餾水到標籤上之紅色線（50 公克瓶裝約加

400ml）後徹底搖勻。 

成人及 12 歲以上兒童:使用 50-100g 懸浮液,然後每

4-6 小時再服用 20g 

12 歲以下兒童:1g/kg 

不良反應 

黑便,便秘,腹瀉 

警語/注意事項 

活性碳對氰化物、鋰鹽、甲醇、鐵鹽中毒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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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vascular Agents 

Cardiac Glycosides 

DigoxinC 

Digoxin® 0.25mg/tab <ODIGO> 

 Lanoxin® 0.5mg/2ml/amp <ILANO> 

臨床適應症 

Heart Failure,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Flutter, 

Paroxysmal Atrial Tachycardia 

劑量 

速效劑量:成人開始時 0.5~0.75mg，接著每 6~8 小時
1 

次每次 0.25~0.5mg，直到總劑量為 1~1.5mg;新生兒
每公斤 40～60mcg；1 個月至 2 歲每公斤 60mcg 

維持劑量:成人每天 0.125-0.5mg po/IV(平均劑量每
天 0.25mg);小孩為速效劑量的 20~30% 

注射劑量:約為口服劑量的 80% 

不良反應 

Dizziness, fatigue, yellow-green halos around visual 

images, blurred or loss of vision, arrhythmia, nausea , 

vomiting 

警語/注意事項 

1.Contraindication: Wolff-Parkinson-White syndrome;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Hypertrophic obstructive 

cardiomyopathy 

2. Increase digoxin blood level: Quinidine, 

Amiodarone, Verapamil, Erythromycin, 

Clarythromycin, Alprazolam, 

  Cyclosporine, Atorvastatin 

3.Decrease digoxin blood level: Antiacid, 

Kaolin-pectin, Rifampicin, Metoclopramide 

4.Dose adjustment:renal impairment, obesity ored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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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ypercalcemia and hypomagnesemia predispose the 

patients to digitals toxicity   

外觀標記 

Digoxin®:白色圓錠; D025 

 

Antiarrhythmic Agent 

AdenosineD 

 Adenocor®6mg/2ml/vial <IADENO> 

臨床適應症 

治療陣發性上心室心搏過速、輔助診斷 QRS 波變寬
或變窄之複雜性上心室心搏過速 

劑量 

 1.Adult:initial 6 mg IV bolus over 1 to 2 seconds. If no 

reponse within 1-2 minutes, give12mg as a ripid IV 

bolus.Repeat 12mg dose a second if required.  

 2. max single dose 12 mg 

不良反應 

胸痛、呼吸困難、頭痛、暈眩、腹部不適、噁心、皮
膚發紅 

警語/注意事項 

 1.禁用: 支氣管收縮或支氣管痙攣性肺部疾病、竇房
結徵候群、第二或第三級房室傳導阻斷者、對本
品過敏者 

 2.併用 dipyridamole 可能會增強 adenosin 的作用，建
議 Adenocor 不可用於服用 dipyridamole 的患者，
若必須使用時 dipyridamole 劑量應降低 

 

Amiodarone HClD  

 Amiorone® 200mg/tab <OAMIO> 

  Cordarone® 150mg/3ml/amp<ICORD> 

臨床適應症 

wolff-parkinson-white 氏症候群、上室性及心室心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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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速、心房撲動、心房纖維顫動、心室纖維顫動 

劑量 

Amiorone®: 口服劑量為每天  800-1600 mg 持續 

1-3 週，接著漸減劑量至每天 400 mg。通常一天服
用 1-2 次 

Cordarone®: 5mg/kg over 20-120 mins, may be 

repeated 2 to 3times per 24hr ;maintenance 

10-20mg/kg/24hr 

不良反應 

過敏反應、頭痛、關節痛、心動徐緩、皮膚色素沉
著、對光過敏反應、血壓降低、發汗、肝衰竭 

警語/注意事項 

1. 禁忌:竇性心搏徐緩且未使用人工節律器之患者、
竇結疾病且未使用人工節律器之患者、高度房室
傳導阻滯且未使用人工節律器之患者、雙束或三
束傳導障礙，且未使用的節律器之患者、甲狀腺
功能不良之患者、不可使用已知對碘或 

amiodarone 或任一賦形劑成分過敏者、循環性休
克、由於 Cordarone 含有 benzyl alcohol，禁用於 3

歲以下孩童 

2.amiodarone 治療時，應定期檢測肝功能。若肝指
數超過正常範圍的三倍以上，應降低 amiodarone

的劑量或停藥 

3 應注意病人是否有和低血鉀症，低血鉀症可能會
誘發心律不整效應 

4. Amiodarone 與 Digoxin 併用時，會使 Digoxin 的血中濃

度上升 

外觀標記 

 Amiodarone ®:SINTONG,白色圓錠,刻痕 

 

Mexiletine HClC 

 Meletin ®100mg/cap <OMELE>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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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ricular arrhythmia 

劑量 

起始劑量: 

治療初期若需快速達到有效血漿濃度，通常可投與

400mg 

維持劑量: 

. 依病患之臨床反應，投與初填劑量後 2-6 小時應給

予第一次持續劑量，通常 400-800mg/day，分次投與;

有些病患可能需要高達 1200mg/day；有些患者只需

300-600mg/day 分次投與 

不良反應 

胃灼熱、噁心、嘔吐、頭暈、震顫、視力模糊、運動

失調 

警語/注意事項 

 1.禁用: 心因性休克或無節律器之二或三期房室傳

導阻斷之病患、對本品或任一賦形劑或局部麻醉

劑(Lidocaine) 

過敏者 

2.肝功能異常或肝功能受損、重度腎衰竭病患，服

藥時應監測與調整劑量 

外觀標記 

Meletin ®棕橘色膠囊,100mg,ST-022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Amlodipine BesylateC 

 Amilo® 10mg/tab <OAMIL> 

 Norvasc® 5mg/tab <ONORV>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angina pectoris 

劑量 

Hypertension: initial 2.5-5 mg/day, usual dosag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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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0 mg/day; max: 10 mg/day 

Angina pectoris: 5-10 mg/day 

不良反應 

Dizziness, fatigue, flushing, headache, palpitation, and 

peripheral edema 

警語/注意事項 

1. Lower dose suggested in elderly or hepatic 

impairment due to possible increased incidence of 

hepatic, renal, or cardiac impairment. 

2. Coadministration of oral dihydropyridines with 

grapefruit juice usually should be avoided since 

potentially important increased in hemodynamic 

effect. 

外觀標記 

Amilo®:白色圓錠，M 

Norvasc®:白色八角形錠，NVC/5, Pfizer 

 

NifedipineC 

Atanaal® 5mg/soft cap <OATAN> 

 Adalat OROS® 30mg/tab <OADAL> 

 Nifedipine S.R.F.C.® 30mg/tab <ONIFED>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angina pectoris 

劑量 

Hypertension: Oral, extended release, initial 30 or 60 

mg once daily; max: 120mg/day 

Angina pectoris: 

1. extended release, initial 30 or 60 mg orally once 

daily 

2. immediate release , initial, 10 mg orally 3 times 

daily; maintenance, 10 to 30 mg orally 3 to 4 times 

daily; max: 

180m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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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Dizziness, flushing, headache, palpitation, and 

peripheral edema, nausea 

警語/注意事項 

1. use caution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or severe 

hepatic impairment,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monitoring recommended; dose 

adjustment may be necessary 

2. Concomitant use 

- strong CYP3A4 inducers, including phenobarbital, 

phenytoin, carbamazepine, and St John's wort are 

not recommended 

   - avoid grapefruit or grapefruit juice; stop 

consumption at least 3 days prior to Nifedipine 

initiation 

外觀標記 

Atanaal®:橙色橢圓形扁球狀軟膠囊(油液) 

Adalat OROS®:粉紅色圓錠, Adalat 30 

Nifedipine S.R.F.C.®:淡紅色圓形膜衣錠 

 

FelodipineC 

 Felopine E.R.F.C® 5mg/tab <OFELOP>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angina pectoris 

劑量 

5-10mg/day 

不良反應 

flushing, headache, peripheral edema 

警語/注意事項 

Coadministration of oral dihydropyridines with 

grapefruit  

juice usually should be avoided since pot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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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increased in hemodynamic effect. 

外觀標記 

Felopine E.R.F.C®:淡紅色圓形錠劑, SFN 

 

LacidipineC 

 Lacipil® 4mg/tab <OLACI>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劑量 

2mg/day slow titrate 6mg/day (titrate time＞3-4weeks) 

不良反應 

Dizziness,flushing, headache, edema 

警語/注意事項 

1.用於肝功能損傷患者應小心，其降壓效果可能會增

強 

2.同時服用 CYP3A4 的抑制劑或誘導劑，可能會導

致本品的血中濃度上升或下降 

外觀標記 

Lacipil®:白色橢圓型錠劑，刻痕，L 

 

LercanidipineC 

 Zanidip F.C.® 10mg/tab <OAMIL>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劑量 

10 mg/day; max:20mg/day 

不良反應 

Dizziness, flushing, headache, palpitation, peripheral 

edema 

警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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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建議給嚴重之肝、腎功能不良之患者使用

( creatinine clearance < 10mg/min) 

2.避免同時服用 CYP3A4 的抑制劑或誘導劑，可能

會導致本品的血中濃度上升或下降 

外觀標記 

Zanidip F.C.®:淡黃色圓形扁凸狀膜衣錠 

Diltiazem HClC 

Diltisser® 30mg/tab <ODILTI> 

 Herbesser® 30mg/tab <OHERB> 

 Cardizem Retard® 90mg/tab <OCAR> 

Progor®180mg/tab <OPROG>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angina pectoris 

劑量 

po: 30-60mg/qid; max:360mg/day 

Sustained release: 90-180 mg/qd-bid; max:360mg/day 

不良反應 

Dizziness, fatigue, flushing, headache, peripheral edema 

警語/注意事項 

1.本品主要是由 CYP3A4 代謝。β－阻斷劑及毛地黃

與本藥併用會相互增加作用 

2.本品由腎臟及膽汁排泄，若長期使用或腎、肝功

能不全之患者，使用本品時應隨時監視 

外觀標記 

Diltisser.®:白色圓型錠，CCP 

Herbesser®:白色圓形扁凸狀素錠，TT 120 

Cardizem Retard®:白色圓凸形錠劑 

Progor®:白色硬膠囊，PROGOR，180 

 

Vasodi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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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sorbide DinitrateC 

 Angidil® 0.1% 10mg/10ml <IANGI> 

臨床適應症 

angina pectoris 

劑量 

每小時投藥 2-7 mg 為適當劑量;必要時可以投以高

劑量達每小時 10mg  

不良反應 

Dizziness, headache, 

hypotension,tachycardia,nausea,vomiting 

警語/注意事項 

1.與phosphodiesterase-5 inhibitors併用如 sildenafil，

會增強 isosorbide dinitrate 的降壓作用，可能導致

危及生命的心血管併發症 

2.與 dihydroergotamine 併用時，isosorbide dinitrate 

可能會增加 dihydroergotamine 的血中濃度及其

升壓作用 

3.禁忌:阻塞性肥厚心肌症、窄縮性心包膜炎、心包

填塞、心因性休克(除非已採取某些方法來維持適

當的舒張壓)、循環衰竭、主動脈瓣及/或二尖瓣狹

窄、嚴重低血壓(收縮壓低於 90mmHg)、頭部創

傷及腦出血、伴有顱內壓升高現象的疾病、顯著

貧血、閉角性青光眼，可能導致眼壓升高 

4.重度肝、腎功能不全的病人，必須謹慎使用本品 

 

Isosorbide-5-MononitrateC 

 Coxine SR® 40mg/tab <OCOXI> 

臨床適應症 

angina pectoris 

劑量 

每天早上服用 60mg，劑量可增加至一天 120mg。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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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痛發生，劑量可減至一天 30mg 

不良反應 

Dizziness, headache, hypotension 

警語/注意事項 

與 phosphodiesterase-5 inhibitors 併用如 sildenafil，

會增強 

isosorbide dinitrate 的降壓作用，可能導致危及生命

的心血管併發症 

外觀標記 

 Coxine SR®:白色長方形,SY／40,錠劑 

 

Nitroglycerin SLC 

 Nitrostat® Sublingual 0.6mg/tab <ONITR> 

臨床適應症 

angina pectoris 

劑量 

SL tablets, 1 tablet SL at first sign of attack; repeat 

every 5 minutes if needed for a total of 3 tablets in 15 

minutes; if no relief, seek medical attention promptly 

不良反應 

Dizziness,headache,hypotension,fiushing,tachycardia,w

eakness 

警語/注意事項 

1.於室溫下保存，不使用時或使用後須栓緊瓶蓋，
不可放棉花或其他物質於瓶內 

2.藥品打開後可以保存六個月 

3.使用時最好坐下來，避免血管擴張引起頭暈 

4.含於舌下時可能會有灼燒或刺激感 

5.避免與 phosphodiesterase-5 inhibitors 併用如
sildenafil 

外觀標記 

 Nitrostat®®:白色圓形扁平狀素錠;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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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randilUnknown 

Nirandil ® 5mg/tab <ONIRA> 

Sigmart ® 5mg/tab <OSIGM> 

臨床適應症 

angina pectoris 

劑量 

5mg/tid 

不良反應 

Dizziness, headache, 

hypotension,flushing ,nausea,vomiting 

警語/注意事項 

1.與phosphodiesterase-5 inhibitors併用如 sildenafil，

會增強本品的降壓作用 

2.謹慎給藥:嚴重肝功能障礙者、青光眼患者 

外觀標記 

Nirandil®:白色圓形錠，1001 ，S / T 

Sigmart ®  :白色錠劑有刻痕，C-21F-5 

Vasopressors 

DobutamineB 

 Gendobul® 12.5mg/ml; 250mg/20ml/vial <IGEND> 

臨床適應症 

增強心肌收縮力而適用於短期治療器質性心臟病，

心臟外科手術引起心肌收縮力抑制而導致之心臟代

償機能衰竭 

劑量 

多數病人用以增加心搏出量的灌注速度為每分鐘

2.5-10 mcg/kg。通常欲改善血流狀況必須施以超過每分

鐘 20mcg/kg 的劑量。極少的情況下曾有灌注速度超

過每分鐘 40mc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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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utamine hydrochloride  溶液頭與速度 

給藥速度 

(mcg/Kg/min) 

灌注速度 

250mg/L* 

(ml/Kg/min) 

500mg/L** 

(ml/Kg/min) 

1,000mg/L*** 

(ml/Kg/min) 

2.5 0.01 0.005 0.0025 

5.0 0.02 0.01 0.005 

7.5 0.03 0.015 0.0075 

10.0 0.04 0.02 0.01 

12.5 0.05 0.025 0.0125 

15.0 0.06 0.03 0.015 

不良反應 

Increase heart rate, headache , chest pain, palpitation, 

tachyarrhythmia ,hypertension,angina,hypokalemia 

警語/注意事項 

1.禁與鹼性物質或含 Sodium bisulfite, cefazolin, 

sodium  

 heparin, penicillin, ethanol 等的物質混合 

2.由於可能有物理配伍禁忌，建議不要與其他藥物

在同一溶液中互相混合 

DopamineC 

 Dopamin® 200 mg/5ml/amp <IDOPA> 

  Gipamine® 600 mg/200ml/bag <IGIPA> 

臨床適應症 

shock,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劑量 

一般成人劑量: 靜脈輸注，初速率 1~5mcg/kg/min，
然後每隔 10~15 分鐘，每分鐘每公斤輸注速率增加 

1~4mcg 直至得到所需反應為止 

CHF:靜脈輸注，初速率 0.5~2mcg/kg/min，視需要
逐漸增加速率至得到所需反應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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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患者:靜脈輸注，初速率 5mcg/kg/min，視需要
每分鐘每公斤體重可增加 5~10mcg 之增量，最高可
以達每分鐘每公斤體重 20~50mcg，至達到所需反應
為止 

低劑量(0.5~2mcg/kg/min): 可以增加腎血流、腎小球
過濾速率、尿流和鈉排泄 

低劑量至中劑量(2~10mcg/kg/min):可以增加腎血流、
心跳速率、心臟收縮力 

高劑量( ﹥10mcg/kg/min):引起血管收縮，使血壓上
升 

不良反應 

headache, hypertension, tachycardia, nausea, vomiting, 

dyspnea, palpitations, wide QRS complex, ventricular 

arrhythmia, anxiety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親鉻細胞瘤患者(Pheochromocytoma)、快速
不整脈或心室性不整脈 

2.本藥經由靜脈輸注給藥，須 infusion pump 或其他
適當定量給藥裝置給藥 

3.勿添加 Sodium bicarbonate 或其他鹼性靜脈注射
溶液 

 4. MAO Inhibitor 與本藥併用會延長並增強本藥的
效應，若服用本藥前 2-3 星期病人曾接受 MAO 

Inhibitor 之治療，則本藥起始劑量至少應減少至一
般劑量 1/10 

 

EphedrineC 

 Ephedrin® 40mg/1ml/amp <IEPHED> 

臨床適應症 

支氣管性氣喘、過敏性鼻炎、脊椎麻醉導致之急性低
血壓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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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 肌肉或皮下注射，25-50mg，必要時重複給藥;

靜脈注射，5-25mg 緩慢注射，必要時 5-10 分鐘再
注射一次; max：150mg/day 

兒童: 肌肉或皮下注射，每公斤體重 0.5mg 或每平
方公尺體表面積 16.7mg，每 4-6 小時一次 

不良反應 

headache, palpitation, tachycardia , hypertension, 

nausea, vomiting, tremor 

警語/注意事項 

1.一天中最後一個劑量應在就寢前幾小時使用，以便
將失眠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2. MAO inhibitor 與本品併用時，會加強本品升壓作
用，而導致高血壓危及，因此在服用 MAO inhibitor

期間中服用 14 天內不應投用本藥 

3.與 Ergonovine, Methylergonovine 或 Oxytocin 併用
時，會引發嚴重高血壓 

 

NorepinephrineC 

 Levophed ® 4mg/4ml/amp <ILEVO > 

臨床適應症 

急性低血壓、心跳停止 

劑量 

initial, 8 to 12 mcg/min IV and observe response; 

adjust rate of flow to establish a low normal 

BP(systolic, 80 to 100 mmHg); maintenance, 2 to 4 

mcg/min IV; doses up to 68 mg/day may be needed 

不良反應 

Bradyarrhythmia, hypertension, anxiety, headache, skin 

necrosis, respiratory difficulty, peripheral ischemia 

警語/注意事項 

1.服用單胺氧化酶抑制劑(MAOI)或 Triptyine、
Imipramine 類抗抑鬱藥之患者，使用本品小心，
因可能產生嚴重而長時間的高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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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vophed Bitartrate 注射液含 sulfite，會引起過敏
性反應，對某些病人會誘發間發性氣喘期，尤其
是氣喘患者 

3.本品是一種強效性的濃縮藥物，輸注前先用含葡
萄糖溶 

液稀釋，應注射於大靜脈 

EpinephrineC 

 Epinephrine® 1mg/1ml/amp <IEPINE> 

  Bosmin® 0.1% 500 ml /bot <EBOSM> 

臨床適應症 

Epinephrine:過敏性反應所引起的休克、呼吸道痙攣
或喉頭水腫、心跳停止之急救、支氣管性氣喘 

Bosmin:手術時之外傷、鼻、拔牙後、牙齦等局部初
協之預防與治療；口腔黏膜充血與腫脹 

劑量 

Epinephrine 

Adult: 

1.過敏性反應: IM 或 SC，起始劑量為 0.2-0.5mg，視
需要每 10-15 min 重複給藥，必要時每一劑之最高
劑量可增加至 1mg 

2.支氣管擴張: SC，起始劑量為 0.2-0.5mg，視需要每
20min 至 4hr 重複給藥，必要時每一劑之最高劑量
可增加至 1mg 

3.心臟興奮劑: 心內或 IV，起始劑量為 0.1-1mg，必
要時每 5min 重複給藥 

4.血管收縮劑:與脊髓麻醉劑共用時，相當於
0.2-0.4mg 的 Epinephrine 加到麻醉用脊髓液混合液 

5.與局部麻醉劑共用時，相當於 0.1-0.2mg 之
Epinephrine 作成 1:200,000-1:20,000 的溶液劑 

6.過敏性休克: IM 或 SC，起始劑量為 0.5mg，視需要
再每 5~15 min IV 注射 0.025-0.05mg; IV 投與時以
0.1-0.25mg 緩慢注射，視需要每 5-15 min 重複給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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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 

1.過敏性反應、支氣管擴張: SC，每一劑量以
0.01mg/kg 或體表面積每平方公尺 0.3mg 之
Epinephrine 增加至 0.5mg 之最大劑量，每 15 min

給藥一次，重複兩次，視需要每 4 小時再給藥 

2.心臟興奮劑:心內或 IV，0.005-0.01mg/kg 或體表面
積每平方公尺 0.15-0.3mg 之 Epinephrine 

3.血管收縮劑:同成人劑量 

4.過敏性休克:IV 或 IM，起始劑量為 0.3 mg，視需要
再每 15 min 給藥一次，重複 3-4 次 

Bosmin: 

1.外科的止血、消炎: 以原液或 5 倍液，做塗布劑，
棉球用之; 如使用局部麻醉劑時，加添本劑 2-5 滴
即可 

2.以原液或五倍液為點耳劑、點鼻劑或試做棉球用
之 

3.氣喘:以原液 2-3ml 混於食鹽水 100ml 為 1 日量，
分 2-3 次吸入 

不良反應 

Palpitations, nausea,vomiting, dizziness, headache, 

tremor, anxiety, dyspnea, hypertension, diaphoresis, 

arrhythmias 

警語/注意事項 

1. Epinephrine 會被鹼或氧化劑破壞，若溶液變成粉
紅色、棕色或含有沉澱則不可使用 

2.與 Ergonovine, Methylergonovine 或 Oxytocin 併用
時，會引發嚴重高血壓 

3.心臟血管病、萎縮腎、喀血、肺之發炎性病症，
均須避免使用;.尤其惡性甲狀腺腫(巴西多氏病)

病患，對本劑非常銳敏，必須小心使用 

 

Miscella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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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cerin/ Fructose/NACLUnknown 

Glycerol ® 250ml/bag <IGLYC > 

臨床適應症 

降低顱內壓、腦水腫 

劑量 

一日 1-2 次，每次 200-500ml，連續投與 1-2 週 

不良反應 

Headache, nausea, vomiting, hyperglycemia, hemolysis, 

hemoglobinuria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遺傳性果糖不耐症的患者 

2.謹慎投與:有心臟機能障礙的患者、尿崩症患者、
糖尿病患者 

3.含果糖，大量、急速投與時，應注意會產生乳酸
酸中毒 

4.藥液不澄清、變色、異物或其它異常現象時，請
勿使用 

 

Antiadrenergic/Sympatholytics 

Alpha1 -Blockers 
BunazosinC 

 Detantol R® 3mg/tab <ODETA> 

臨床適應症 

高血壓 

劑量 

 Initial 3 mg/qd; max: 9 mg/day 

不良反應 

眩暈/失眠/耳鳴/姿勢性低血壓/心悸/頻尿/視力模糊/

水腫/ 臉潮紅/呼吸困難 

警語/注意事項 

 1.肝腎功能障礙者慎用 

 2.服藥後避免操作危險機械, 產生眩暈/胸部不適/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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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困難等姿勢性低血壓症狀時請立即躺臥休息 

外觀標記 

 Detantol R®: 白色圓形扁凸狀膜衣錠;E41 

 

DoxazosinC 

 Doxaben® 1mg/tab <ODOXA> 

 Xadosin® 2 mg/tab <OXADO> 

 Doxaben XL® 4mg/tab <ODOXAXL> 

臨床適應症 

高血壓、良性前列腺肥大 

劑量 

Hypertension: 1 mg/qd, may be increased to 2 mg/qd, if   

necessary, titrate q2 wks to 4, 8, 16 mg /d; max: 16 

mg/qd.  

BPH: initial 1 mg/qd, morning or evening, if necessary, 

titrate q1-2 wks to 2, 4 and 8 mg/qd; max: 8 mg/day. 

不良反應 

姿勢性頭昏/疲勞/水腫/噁心/頭痛 

警語/注意事項 

 Doxaben XL 劑型因欠缺劑量超過 8 mg/day 之臨床
試驗資料，故廠商建議 Doxaben XL 最大劑量為 8 

mg/day。 

外觀標記 

 Doxaben® 1mg/tab: 白色圓形扁凸狀錠;CN/1 

 Xadosin® 2 mg/tab: 白色，長橢圓形錠，CCP，C/67 

 Doxaben XL® 4mg/tab: 白色圓形扁凸狀膜衣
錠;CXL 4 

 

TerazosinC 

Hytrin® 2mg/tab <OHYTR> 

Tezopin® 2mg/tab <OTEZO> 

臨床適應症 

高血壓、良性攝護腺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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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Hypertension: initial 1 mg/hs; usual dosage range 1-2 

mg/day; max. 20 mg/day. 

BPH: initial 1 mg/hs, increased in a stepwise manner 

to 2, 5 and 10 mg/day as necessary, balancing 

therapeutic benefit with terazosin-induced postural 

hypotension 

不良反應 

姿勢性低血壓/頭痛/頭昏/疲勞/心悸/呼吸急促等 

警語/注意事項 

1.劑量需緩慢調增，若突然停藥，重新用藥時須從
初劑量開始調整 

2. May cause significant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and 

syncope, especially with first dose or adjusting 

dosage upward 

3. Avoid use for hypertension treatment (alternative 

agents have superior risk:benefit profiles) 

外觀標記 

Hytrin®: 橙色圓形扁平狀素錠;DH 

Tezopin®: 淡橙色圓形扁平狀素錠;／ 

 

Beta-Blockers 
AtenololD 

Mirobect® 50mg/tab <OMIRO> 

Tenolol® 100 mg/tab <OTENO>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angina pectoris 

劑量 

Hypertension: initial 25-50 mg/qd; maintenance, 100 

mg/qd.  

Angina pectoris: initial 50 mg/qd; may increase to 100 

mg/qd, some patients may require 200 mg/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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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myocardial infarction: 100 mg/day or 50 mg twice 

daily for 6 to 9 days postmyocardial infarction 

不良反應 

Persistent bradycardia, chest pain, edema, cardiac 

failure, complete AV block, second degree AV block, 

dizziness, fatigue , confusion, impotence, and cold 

extremities 

警語/注意事項 

1. If long-term beta 1-blockers therapy is to be 

discontinued, dosage of the drug should be reduced 

gradually over a period of about 1-2 weeks. 

2. Bradycardia may be observed more frequently in 

elderly patients (>65 y/o); dosage reductions may be 

necessary. 

 3. CrCl 15-35 mL/min/1.73 m2: max dose 50 mg qd; 

CrCl < 15 mL/min/1.73 m2: max dose 25 mg/qd 

外觀標記 

 Mirobect®: 白色圓形扁凸膜衣錠, O.S M50 

 Tenolol®:白色圓型錠, 04 / 04 

 

BisoprololC 

Concor® 5mg/tab <OCONC>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angina pectoris, heart failure 

劑量 

HTN: initial 2.5-5 mg/qd; maintenance, 5-10 mg/qd; 

max: 20 mg/qd. 

HF: intial 1.25 mg/qd; max: 10 mg /qd. 

不良反應 

Dizziness, headache, sleep disturbances, bradycardia, 

fatigue 

警語/注意事項 

If long-term beta 1-blockers therapy is to be 

discontinued, dosage of the drug should be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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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over a period of about 1-2 weeks. 

外觀標記 

Concor®: 淡黃色心形扁凸狀素錠 

 

PropranololC 

 Inderal® 10mg/tab <OINDE>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angina pectoris, arrhythmias, essential 

tremor, migraine and pheochromocytoma 

劑量 

Hypertension: initial 40 mg/bid; maintenance 120-240 

mg/day in 2-3 doses; max. 640 mg/day. 

Angina: 80-320 mg/day in 2-4 doses 

Arrhythmias: 10-30 mg/tid-qid 

Essential tremor: initial 40 mg/bid; maintenance, 

120-320 mg/day in 3 doses; max. 320 mg/day. 

Hypertrophic subaortic stenosis: 20-40 mg/tid-qid. 

Prophylaxis of migraine: initial 80 mg/day in divided 

doses; maintenance, 80-240 mg/day.  

Pheochromocytoma: 60 mg/day in divided doses for 3 

days before surgery; 30 mg/day in divided doses with 

an -adrenergic blocker as an adjunct to prolonged 

treatment of inoperable pheochromocytoma. 

不良反應 

Bradycardia, cold extremities, nausea, vomiting, 

insomnia 

警語/注意事項 

 1. 禁用於: bronchial asthma or COPD  

2. 糖尿病患者應小心使用 

外觀標記 

 Inderal®:淡紫紅色圓形錠; INDER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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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a-Blockers 

CarvedilolC 

 Carlatrend® 6.25mg/tab <OCARL> 

 Carlatrend® 25 mg <OCARL25> 

 Dilatrend® 25mg/tab <ODILAT>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劑量 

Heart failure: initial 3.125 mg/bid for 2 wks; 

subsequently, 6.25 mg bid for 2 wks, 

and then titrate q2w; max: 25 mg/bid for 

BW <85 kg and 50 mg bid for BW >85 

kg. 

Hypertension:initial 6.25 mg bid for 1-2 wks; 

subsequently, 12.5 mg/bid; max. 25 

mg/bid.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following 

myocardialinfarction:initial 3.125-6.25 

bid for 3-10 days; subsequently, 12.5 mg  

bid, up to a target dose of 25 mg/bid. 

不良反應 

 Dizziness, fatigue, hyperglycemia, weight gain, 

hypotension, diarrhea and weakness. 

警語/注意事項 

 1. Abrupt withdrawal should be avoided. 

 2. Contraindicated in severe liver dysfunction 

外觀標記 

 Carlatrend® 6.25mg/tab: 黃圓型錠劑, SK/609 

 Carlatrend® 25 mg/tab: 白色圓型錠 

 Dilatrend® 25mg/tab: 白色圓形錠; B/M; D/5 

 

Labetalol HClC 

 Trandate® 200mg/tab <OT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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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date® 25mg/5ml/amp <ITRAN>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劑量 

Hypertension: PO, Initial 100 mg/bid; maintenance, 

200-400 mg/bid; max: 2.4g/ day; geriatric maintenance, 

100-200 mg/ bid. (Titration increments should not 

exceed 200 mg/bid.) 

Severe hypertension and hypertensive crises: 

Slow IV: 

 initially, 20-80 mg over 2 mins; then 40-80 mg at 

10-min intervals until total dose of 300 mg or desired 

supine blood   

 pressure is achieved; the max-effect usually occurs 

within 5 mins of each injection.  

 IVF: 

 initially, 0.5-2 mg/min, then adjust the infusion rate 

according to response; usual effective, cumulative dose 

is 50-200 mg, up  

 to 300 mg. The infusion should be continued until an 

adequate response is obtained; then changed to oral 

labetalol.  

 PO (following IV therapy): 

 initially, 200 mg, followed in 6-12 hrs by an additional 

200-400 mg. Thereafter, dose patients with 400 to 

2400 mg/day in divided doses depending on blood 

pressure response. 

不良反應 

 Dizziness, nausea, edema, hypotension, fatigue, 

headache, vertigo. 

警語/注意事項 

Abrupt withdrawal should be avoided. 

外觀標記 

 Trandate® : 橙色圓錠; T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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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Benazepril HCL 10 mg/Amlodipine besylate 5 mgD 

 Amtrel® 10/5mg<OAMTR>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劑量 

Hypertension: initial benazepril 10 mg/amlodipine 2.5 

mg/qd; max: benazepril 40 mg/ amlodipine 10 mg/qd 

不良反應 

Headache, dizziness, orthostatic dizziness, cough, 

increased serum creatinine, renal insufficiency (may 

occur in patients with bilateral renal artery stenosis or 

hypovolemia) 

警語/注意事項 

 1.Combination product may be substituted for 

individual components in patients currently maintained 

on both agents separately or in patients not adequately 

controlled with monotherapy. 

2. CrCl ≤30 mL/min: use is not recommended; Hepatic 

Impairment: initial dose 2.5 mg based on amlodipine 

component. 

外觀標記 

Amtrel®:白色圓扁型錠劑, tsh/CV1 
 

CaptoprilD 

 Apo-Capto®12.5mg/tab <OAPO> 

 Apo-Capto® 25mg/tab <OAPOC> 

臨床適應症 

Diabetic nephropathy, heart failure, hypertension,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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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Diabetic nephropathy: 25 mg tid 

Heart failure: Adults, initially, 6.25-12.5 mg tid; 

maintenance, 25-100 mg tid; max. 450 mg/day.  

Acute hypertension (urgency/emergency): 25 mg, may 

repeat as needed; consider alternative therapy if blood 

pressure is nonresponsive within 20 ~ to 30 mins  

Hypertension: initially, 6.25-12.5 mg/bid-tid; 

maintenance,  

25-150 mg/bid-tid; max. 450 mg/day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after AMI: 

initially, 6.25-12.5 mg/tid; maintenance, 25-50 mg tid  

不良反應 

 Hypotension, skin rash, hyperkalemia, dry cough, 

headache, 

 diarrhea, and angioedema 

警語/注意事項 

1.注意腎臟功能之變化 

2. Clcr 10 ~ 50 ml/min, 75% of normal dose q12-18h; 

Clcr< 

10 ml/min, 50% of normal dose q24h 

外觀標記 

Apo-Capto®12.5mg/tab: 白色長圓柱形錠，APO, 12.5 

 Apo-Capto®25mg/tab: 白色四方形錠，APO 25, + 

 
FosinoprilD 

 Fonosil® 10mg/tab <OFONO>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heart failure 

劑量 

Hypertension: initial 10 mg/day, maintenance 20-40 

mg/day; max: 80 mg qd 

Heart failure: initial 10 mg/day; usual dose: 20-40 

mg/day; max: 40 mg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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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Dizziness, headache, hyperkalemia, diarrhea, cough, 

angioedema 

警語/注意事項 

 1.注意腎臟功能之變化 

 2. Moderate-severe renal impairment: Initial dose 

reduction to 5 mg qd recommended for heart failure 

patients. 

外觀標記 

Fonosil®: 四角形,白色錠,STD,275 

 
PerindoprilD 

Perdopril® 4 mg/tab <OPERD>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heart failure 

劑量 

Hypertension: Initial 4 mg qd, usual dose: 4-8 mg/day; 

increase at 1~ 2-week intervals (max: 16 mg/day). 

(Canadian labeling max dose: 8 mg/day) 

Heart failure: initial 2 mg qd, target dose: 8-16 mg/qd  

不良反應 

常見有頭痛、咳嗽、眩暈、虛弱、背痛等。 

警語/注意事項 

 1.注意腎臟功能之變化 

 2. CrCl >30 mL/min: initial 2 mg/day; maintenance 

dose not exceed 8 mg/day;CrCl <30 mL/min: safety 

and efficacy not established. 

外觀標記 

Perdopril®: 白色長橢圓錠劑,☆12,刻痕 

RamiprilD 

 Ramitace® 2.5mg/cap <ORAMI> 

 Tritace® 10mg/tab <OTRIT10> 

臨床適應症 

高血壓、心肌梗塞後的心衰竭、降低因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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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之心肌梗塞、中風及死亡的危險 

劑量 

Hypertension: initial 2.5 mg/qd; maintenance, 2.5-20 

mg/day in 1-2 doses.  

HF after MI: initial 1.25-2.5 mg /bid; titrated as 

tolerated to target dose of 5 mg bid. 

Prevention of major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itially, 

2.5 mg/qd ; maintenance, 10 mg/qd 

不良反應 

 Dry cough, headache, dizziness, fatigue, nausea and 

rash 

注意事項 

1. 注意腎臟功能之變化 

2. Clcr <40 mL/min: administer 25% of normal dose. 

3. Renal failure and heart failure post-MI: initial 1.25 

mg/qd, may increase to 1.25 mg/bid and then up to 2.5 

mg/bid as tolerated 

外觀標記 

Ramitace®: 紅白兩色之膠囊, 有 2.5 的字樣 

Tritace®: 淡黃色長圓形扁平狀素錠; 2.5/HMR; 2.5 

 

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Antagonists 
CandesartanD 

 Blopress® 8mg/tab <OBLOP>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heart failure  

劑量 

Hypertension: initial 16 mg/qd; maintenance 8-32 

mg/day in 1-2 divided doses. 

Heart failure: initial 4 mg/qd; dose should be increased 

by doubling the dosage at 2-week intervals as tolerated; 

target dosage: 32 mg/qd.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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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ache, cough, hyperkalemia ,back pain, dizziness, 

pharyngitis and rhinitis. 

警語/注意事項 

1. Moderate hepatic impairment (Child-Pugh class B): 

Initial: 8 mg/qd in adult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2. Severe impairment (Child-Pugh class C): has not 

been studied 

外觀標記 

Blopress®:淡橙色圓形扁平狀素錠;／;／ 

 

Losartan PotassiumD 

 Cozaar® 50mg/tab <OCOZA> 

 Losa® 50mg/tab <OLOSA>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nephropathy in type 2 DM 

劑量 

Hypertension; nephropathy in type 2 DM; reduce the 

risk of stroke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LV 

hypertrophy: initial 50 mg/qd; maintenance 25-100 

mg/day in 1-2 doses.  

Usual initial doses in patients receiving diuretics or 

hypovolemic patients: 25 mg/qd 

不良反應 

 Hyperkalemia, cough, diarrhea, fatigue, hypoglycemia, 

chest pain, anemia, weakness, back pain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警語/注意事項 

1. Mild to moderate hepatic impairment: initial 25 

mg/qd 

2. Severe hepatic impairment: has not been studied; it 

may be advisable to initiate therapy at a reduced 

dosage. 

外觀標記 

Cozaar®: 白色橢圓形膜衣錠;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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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a®: M,50,白色橢圓錠 

 

Losartan Potassium 50 mg/ Hydrochlorothiazide 

12.5 mgD 

Hysartan® 50/12.5 mg <OHYSA> 

Hyzaar® 50/12.5 mg <OHYZA> 

臨床適應症 

高血壓 

劑量 

Initial and maintenance dose : 1 tab/qd 

Max dose: 1 tab/bid  

不良反應 

Dizziness, diarrhea, anaphylactic reaction, angioedema 

警語/注意事項 

不建議使用在嚴重腎功能受損或肝功能受損之病患 

外觀標記 

Hysartan®:黃色橢圓形錠劑，AX065 

Hyzaar®:淡黃色橢圓錠,717 

 

ValsartanD 

 Diovan® 160mg/tab <ODIOVA> 

臨床適應症 

Hypertension, heart failure (NYHA classⅡ-Ⅳ),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post-MI 

劑量 

Hypertension: initial 80-160 mg/qd; maintenance 

80-320 mg/day; max: 320 mg/day 

Heart failure: initial 40 mg bid; titrate dose to 80-160 

mg/bid; max: 320 mg/day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post-MI: initial 20 mg/bid; 

increased within 7 days to 40 mg/bid; target 

maintenance dose 160 mg/bid 

不良反應 

 Dizziness, cough, headache, viral infection, drow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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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nitis, sinusitis, backache 

警語/注意事項 

 Use caut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外觀標記® 

Diovan® :土黃色橢圓形膜衣錠;DX／DX NVR,刻痕 

 

Valsartan 80 mg/ Amlodipine Besylate 5 mg 

Exforge®  80/5mg <OEXFO>D 

臨床適應症 

成人原發性高血壓(作為第二線用藥) 

劑量 

1-2 tablet/day, qd-bid 

Max: 2 tablet/day 

不良反應 

Peripheral edema, dizziness,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 

警語/注意事項 

 Use caution in patients with liver disease 

外觀標記 

Exforge® : 深黃色、具有斜面邊緣的圓形膜衣
錠;NVR/NV 

 

Antihyperlipidemic Agents 

HMG-CoA Reductase Inhibitors 
 

Statin 類藥物警語/注意事項 

 1. Liver function must be monitored by periodic 

laboratory assessment. 

 2. Discontinue drug if markedly elevated CPK level or 

if myopathy is diagnosed or suspected. 

3. Rhabdomyolysis with acute renal failure secondary 

to myoglobinuria and/or myopathy has been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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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should be monitored closely. This risk is 

dose-related and is increased with concurrent use of 

strong CYP3A4 inhibitors, cyclosporine, fibrates; if 

concurrent use is warranted, consider lower starting 

and maintenance doses of atorvastatin.Use caution in 

patients with renal impairment, inadequately treated 

hypothyroidism, and those taking other drugs 

associated with myopathy (eg, colchicine). 
 
 
AtorvastatinX 

Lipitor® 40mg/tab <OLIPIT> 

Anxolipo® 40 mg/tab <OANXO> 

臨床適應症 

Hyperlipidemia,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cardiovscular 

events 

劑量 

initial 10-20 mg/qd; maintenance: 10-80 mg/day 

不良反應 

 Arthralgia, diarrhea, constipation, nasopharyngitis, 

myalgia, mild liver enzyme elevation, diabetes mellitus, 

nausea 

警語/注意事項 

見 Statin 類藥物警語/注意事項 

外觀標記 

Lipitor® 40 mg/tab:白色圓凸形膜衣錠，PD157，40 

Anxolipo®:AX023,40 

 

FluvastatinX 

 Lescol® XL 80mg/tab <OLESC> 

臨床適應症 

Dyslipidemias,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劑量 

80 mg/qd at anytime of day (extended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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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80 mg/day 

不良反應 

Dyspepsia, diarrhea, abdominal pain, nausea, headache, 

elevations in liver function tests, and rhabdomyolysis 

警語/注意事項 

 1.見 Statin 類藥物警語/注意事項 

2. Do not crush or chew; should be swallowed whole 

外觀標記 

Lescol® XL: 淡黃色圓錠;LESCOL XL;80 

 

LovastatinX 

Delipic® 20mg/tab <ODELI> 

臨床適應症 

Hyperlipidemia 

劑量 

20 mg with evening meal; max: 80 mg/day 

不良反應 

 Increased CPK level, headache, dizziness, abdominal 

pain, constipation, flatulence and myalgia 

警語/注意事項 

1. 見 Statin 類藥物警語/注意事項 

2. 與 amiodarone 併用時，lovastatin 每日劑量不得
超過 

40 mg 

外觀標記 

Delipic®: 淡藍色八角形扁平狀素錠;D14 

 

PitavastatinX 

Pitator® 2mg/tab <OPITA> 

臨床適應症 

Primary hyperlipidemia, mixed dyslipidemia 

劑量 

Initial 2 mg once daily; maintenance, 1-4 mg once 

daily;  



 

 

426 

 

max. 4 mg daily.  

不良反應 

 Constipation, diarrhea, back pain, myalgia, pain in 

extremities  

警語/注意事項 

見 Statin 類藥物警語/注意事項 

外觀標記 

Pitator®:白色錠劑,OP,15, 

 

Pravastatin SodiumX 

 Dehypotin Protect® 20mg/tab <ODEHY> 

臨床適應症 

Hyperlipidemia, prevention of cardiovscular events 

劑量 

Initial 40 mg once daily; usual range: 10-80 mg/day;  

max: 80 mg/day 

不良反應 

 Chest pain, headache, fatigue, dizziness, rash, diarrhea, 

nausea, heartburn, and myalgia 

警語/注意事項 

見 Statin 類藥物警語/注意事項 

外觀標記 

Dehypotin Protect®: NK,473 

 

SimvastatinX 

 Zocor® 20mg/tab <OZOCO> 

臨床適應症 

Hyperlipidemia,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cardiovscular 

events 

劑量 

Initial 20-40 mg/hs, range: 5-40 mg/day; max: 80 

mg/day 

不良反應 

Constipation, dyspepsia, flatulence, and elevated C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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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 見 Statin 類藥物警語/注意事項 

2. 與 amiodarone 併用時，simvastatin 每日劑量
不得超過 20 mg 

3. Simvastatin 80 mg is limited to patients that have 

been taking this dose for >12 consecutive months 

without evidence of myopathy and are not currently 

taking or beginning to take a simvastatin dose-limiting 

or contraindicated interacting medication. 

外觀標記 

Zocor®: 淡橙色橢圓形錠;MSD 740 

 

Ezetimibe 10 mg/ Simvastatin 20 mgX 

Vytorin® 10/20 mg/tab< OVYTO> 

臨床適應症 

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同型接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
血症 

劑量 

1 tab/day, 晚間隨餐或空腹服用 

不良反應 

Headache, flatulence, abdominal pain, myalgia, liver 

enzyme elevated 

警語/注意事項 

1.中或重度肝功能不全，不建議使用。嚴重腎功能
不全(CCR< 30ml/ min)，應小心使用。 

2. 與下列藥物併用會增加肌病變/橫紋肌溶解症的
危險性：CYP3A4 抑制劑、gemfibrozil 及其他 fibrates 

3. 與 Cyclosporine、Danazole 或 niacin(>1g/day)併用
時，Vytorin 每日劑量不可超過 10/10mg 

4. 服藥期間避免食用葡萄柚或葡萄柚汁 

5.造成肌病變的危險因子包括老年(大於65歲)、女性、
未控制之甲狀腺機能低下及腎功能不全。 

外觀標記 

Vytorin®:白色橢圓形錠劑,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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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uvastatinX 

Crestor® 10mg/Tab <OCRES> 

Rosulator® 10mg/ Tab <OROSU> 

臨床適應症 

Hypertriglyceridemia, hypercholesterolemia 

劑量 

Initially 5 or 10 mg/qd; max. 20 mg/day (Asian 

patients) 

不良反應 

Headache, fatigue, dizziness, constipation, nausea, 

abdominal pain, myalgia 

注意事項 

1. 若有胃腸不適,頭暈或肌痛情形時請告知醫療人
員 

2. 見 Statin 類藥物警語/注意事項 

外觀標記 

Crestor®: 淡紅圓凸型;ZD4522,10 

Rosulator®: 粉橘色圓凸錠，無字樣 

 

Fibric Acid Derivatives 
FenofibrateC 

 Lipanthyl® 200mg/ Cap <OLIPA> 

臨床適應症 

Hyperlipidemia 

劑量 

200 mg/qd (相當於3 粒含有67 mg fenofibrate的膠
囊)。 

一旦膽固醇的含量降低至正常時，減少劑量至67 mg 

bid。 

不良反應 

 Abdominal pain, constipation, CPK increased, elevated 

ALT and AST levels, back pain, respiratory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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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hinitis 

警語/注意事項 

禁忌: severe hepatic or renal insufficiency 

外觀標記 

Lipanthyl®:橘紅色膠囊 

 

Fenofibrate 160mg/ Pravastatin Sodium 40mgX 

 Pravafen® 160mg/40mg<OPRAV> 

臨床適應症 

治療混合性高脂血症併有冠心病 (或 CHD risk 

equivalent)，且使用 pravastatin 40mg 單一療法可充
分控制 LDL 膽固醇之成人病患，在配合飲食控制下，
pravafen 可以降低三酸甘油酯及提升 HDL 膽固醇。 

劑量 

每天晚餐時，隨餐服用一顆膠囊 

不良反應 

 Abdominal pain, constipation, CPK increased, elevated 

ALT and AST levels, back pain, respiratory disorder 

and rhinitis 

警語/注意事項 

 1. 禁忌: 肝功能不全、腎功能不全 

 2. 用於＞75 歲患者的安全資料較有限，應多加注
意。 

 3. 年齡＞70 歲、肝或腎功能不全、甲狀腺功能低
下、曾有使用statin 或fibrate 類藥物造成肌肉毒
性的病史、個人或家族史中有遺傳性肌肉疾病、
酒精成癮等，可能會提高肌肉毒性的風險 

 4.見 Statin 類藥物警語/注意事項 

外觀標記 

Pravafen®: 膠囊體為淺綠色，膠囊帽為橄欖色 

 
Dermatological Agents 

Acne Prepa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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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alene0.1% C 

 Acure® Gel 0.1% 1 mg/gm/15 gm <EACUR> 

臨床適應症 

治療尋常性痤瘡，適合治療面部、胸部或背部的痤瘡 

劑量 

每日一次，塗於患部 

不良反應 

皮膚有刺激感 

注意事項 

 1. 不可接觸眼、口、鼻角或粘膜 

 2. 不適於婦女懷孕時使用 

 

Clindamycin phosphateB 

 Kolincin®  Gel 1% 10mg/gm/10 gm<EKOLI> 

臨床適應症 

尋常性痤瘡 

劑量 

每日 2 次，薄敷於患處 

不良反應 

皮膚乾燥、接觸性皮膚炎、革蘭氏陰性毛囊炎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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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期間不可使用本劑 

Anti-Hemorrhoid Agents 
 

Sodium oletate 100 mg, + 
Hydroxypolyethoxydodecane(Polidocanol) 20mg, 
Chlorocarvacrol 1 mg 

 Alcos-anal® ointment  20g/tube  <EALCOS> 

臨床適應症 

痔瘡 

劑量用法 

睡前塗於患部 

注意事項 

初用藥時常有灼熱感 

Policresulen 100 mg + Cinchocaine HCL 2.5 mg 

 Faktu®  Suppositories 100mg/2.5mg/pill <EFAKT> 

臨床適應症 

痔瘡及肛門直腸裂隙和破裂所引起之疼痛、出血、搔
癢及發炎 

劑量 

通常每天 2~3 次，每次 1 顆，於排便後、沐浴後或睡
前塞入使用 

不良反應 

灼熱感、患處皮膚紅疹、癢或蕁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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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懷孕期必須估算出對母體及胎兒的全部可能危險，在
絕對需要時才可使用 

 

Lidocaine 50 mg/gm, Hydrocortisone Acetate 2.75 

mg/gm, Aluminium Acetate 35 mg/gm, Zinc Oxide 

180 mg/gmC 

 Xylmol®  Oint  15 gm/tube <EXYLM> 

臨床適應症 

痔瘡、肛門搔癢、直腸炎、肛門裂傷、肛門周圍膿腫、
脫肛 

劑量 

早上，晚上及排便後各一次，塗抹於患處 

不良反應 

可能引起局部短暫刺激 

注意事項 

蠶豆症患者請勿使用 

 

Anti-Infective Agents 
Bifonazole 

 Bifona®  10 mg/ml, 40 ml/bot <EBIFO> 

臨床適應症 

由皮膚真菌屬、酵母菌屬、黴菌及其他種真菌所引起
之皮膚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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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每日使用一次，噴灑於皮膚患部 

注意事項 

對 Bifonazole 過敏者禁用本劑 

 

Naftifine Hydrochloride 

 Jia Mei® Cream 10 mg/gm, 20 gm/tube <EJIAM20> 

臨床適應症 

髮癬菌種、小芽胞癬菌種、毛絮狀表皮黴菌在皮膚及
其附屬組織所引起之感染、表皮念珠菌病、甲黴菌病、
花斑癬 

劑量 

皮膚感染：就寢前每天一次，加以摩擦使易吸收，塗
藥範圍應包括患部周邊一英吋的區域 

指(趾)甲感染：每天一次，加以摩擦使易吸收，可在
加密封式的繃帶包住患部 

不良反應 

暫時性的熱感及刺感、乾燥、發紅、癢症及局部刺激 

注意事項 

避免接觸眼、鼻、口腔及其他黏膜 

 

Ketoconazole 

 Ketona®  Cream 20mg/gm, 15gm/tube <EKETO>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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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黴菌和酵母菌所引起的皮質、頭髮、指甲感染症 

劑量 

早晚各一次塗於患部。 

注意事項 

授乳婦慎用 

 

Framycetin Sulfate (Neomycin B Sulfate) 

 Pola Gauze®  Dressing 1%,10mg/pce <EPOLA> 

臨床適應症 

外傷、燙傷、皮膚感染 

用法 

先將患部或創口清潔後，將本品直接敷於患處 

注意事項 

 1. 使用本品如發生瘙癢、紅腫、起水疱、發疹等過
敏現象時，應中止使用。 

 2. 對於 streptomycin, kanamycin, gentamicin, 

neomycin, bacitracin 有過敏往歷者，禁止使用。 

 

Butenafine HClB 

 Udaxen®  Cream 1% 10mg/gm, 15 gm/tube 

<EUDAX>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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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趾)間黴菌病(香港腳)、圓癬(體癬)、股癬等皮膚真
菌屬黴菌引起之皮膚感染症 

用法 

適量本品塗抹於患部及臨近部位一天兩次 

不良反應 

接觸性皮膚炎、皮膚發紅、搔癢、刺激 

注意事項 

避免接觸眼睛、鼻子、嘴巴等黏膜 

 

Anti-Pruritus 
Doxepin HClB 

 Ichderm®  Cream 50 mg/gm, 8 gm/tube <EICHD> 

臨床適應症 

成人濕疹性皮膚炎（如異位性皮膚炎或單純性慢性苔
癬）所致中度搔癢症之短期治療 

用法用量 

每日局部薄層塗敷 4 次，至少間隔 3～4 小時 

不良反應 

嗜眠、口乾、頭疼、暈眩、情緒變化、局部灼熱 

注意事項 

酒精類飲料會加強本藥膏之鎮靜副作用 

 

Antiseptics and Germ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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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idone-iodineC 

 Biodyne®  Ointment 10mg/gm, 10 gm/tube <EBIOD> 

臨床適應症 

傷口消毒 

用法 

直接塗敷於患部 

注意事項 

 1. 碘過敏者不能使用 

 2. 孕婦、胎兒及授乳婦有造成甲狀腺腫及甲狀腺功
能低下 

 

Acrinol 

 Acrinol®  450 ml/bot <EACRI> 

臨床適應症 

外用殺菌消毒 

用法 

預防創傷面之化膿、化膿性創面之消毒、耳、尿路等
之傳染性炎症性疾患之洗淨 

不良反應 

傷口色素沈澱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Antigerm®  40mg/ml, 5000 ml/bot <EANTI>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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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外用消毒劑，可當作初步傷口處理 

用法用量 

皮膚創傷及一般皮膚之清潔： 

清水濕潤患部後，取適量本品清洗，再以清水充分沖
洗。 

手術前之皮膚清潔： 

取適量以消毒海綿塗擦於所須之部位，停留 2 分鐘後，
以消毒手巾擦乾，重複上述步驟一次。 

手術前之全身淋浴： 

以清水濕潤頭髮及身體後，取 25m1 本品清洗，再以
清水沖除之，重複上述步驟一次。 

開刀之刷手清潔： 

濕潤手部及前臂，以 5ml 刷洗 3 分鐘後，特別注意指
甲、指間之清潔，以水沖洗後，重複上述步驟一次，
以消毒手巾擦乾。 

個人居家清潔： 

以溫水濕潤手部後，取 5m1 本品清潔 15 秒後，再以
清水充分沖洗後擦乾。 

注意事項 

 1. 兒童、孕婦及授乳婦不建議自行使用 

 2. 限於皮膚外用不得內服，亦不得施於眼睛四週或
黏膜 

 3. 勿使用於大面積之體表或皮膚深部感染。 

4. 避免接觸外耳道，有造成耳聾之虞 

 

Hydrogen Peroxide 

 H2O2 450 ml/bot <EH2O2> 

臨床適應症 

傷口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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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需要時以棉球沾之塗於患處 

注意事項 

只供外用，不可口服 

 

Povidone-Iodine, Alcohol 95% 

 Sindine Alcoholic Solution 100mg/ml, 3800ml/bot (酒
優) <ESINDA> 

臨床適應症 

消毒傷口 

用法 

每天數次以棉球沾之塗於患部 

注意事項 

孕婦、胎兒及授乳婦有可能造成甲狀腺腫,甲狀腺功
能低下 

 

Povidone Iodine Solution 10% 

 Sindine Aqueous Solution, 100mg/ml, 3800 ml/bot (水
優)<ESIND> 

臨床適應症 

消毒傷口 

用法 

每天數次以棉球沾之塗於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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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孕婦、胎兒及授乳婦有可能造成甲狀腺腫及甲狀
腺功能低下 

 2. 不可用在嚴重燙傷、動物咬傷或很深的傷口 

 

Povidone-iodine 

 Sindine®  Oint  450 gm/bot <ESIND450> 

臨床適應症 

消毒傷口 

用法 

每天數次以棉球沾之塗於患部 

注意事項 

孕婦、胎兒及授乳婦可能造成甲狀腺腫及甲狀腺功能
低下 

 

Povidone Iodine Surgical Scrub 

Sindine Surgical Scrub 75mg/ml, 3800ml/bot (擦
優)<ESINDS> 

臨床適應症 

手術前後醫護人員消毒及手術前病人之消毒 

用法 

外科手術前醫護人員之消毒： 

倒 5 c.c.本劑於潤濕之手掌上，不添加水徹底地刷洗
約 5 分鐘，然後加少量水，使產生更多泡沫，最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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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沖淨； 

再用 5 c.c.本劑同法刷洗一次即可。 

手術前病患之消毒： 

手術處剃乾淨後，用水濕潤，倒入適量本劑，徹底刷
洗約 5 分鐘，用沾有水之消毒紗布拭淨。 

注意事項 

孕婦、胎兒及授乳婦可能造成甲狀腺腫及甲狀腺功能
低下 

 

Atopic Dermatitis 

TacrolimusC 

 Protopic®  0.03%/5 gm/tube <EPROTO> 

臨床適應症 

 2 歲以上孩童、青少年及成人的中度至重度異位性
皮膚炎患者，作為短期及間歇性長期治療 

用法 

在患部皮膚上塗抹薄薄一層，並且徹底的輕輕揉搓，
每天使用二次。當異位性皮膚炎的徵候與症狀消失
後，便應停止治療。不可使用閉合性敷料。 

不良反應 

搔癢、類感冒症狀、皮膚灼熱紅斑、震顫、頭痛、感
染、感覺異常和腎功能異常等 

注意事項 

孕婦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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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n Preparations 
 

Sulfadiazine SilverB 

 Silver Sulfadiazine®  Cream 50gm/bot <ESILV50> 

臨床適應症 

熱傷感染之預防及治療（特別是革蘭氏陰性細菌感染
症、例如綠膿桿菌感染症）其他刀傷、外傷、創傷、
傷口感染之預防及治療 

用法 

塗佈於患處，每天 1-2 次 

注意事項 

可能會有敏感現象(搔癢、紅腫、丘疹、小水泡、光
線過敏等)發生，出現時應終止使用 

 

Corticosteroids 
 

Clobetasol PropionateC 

 Cleosol®  Cream 0.5 mg/gm, 7 gm/tube <ECLEO> 

臨床適應症 

濕疹、扁平苔癬、牛皮癬、盤狀紅斑性狼瘡 

用法 

一日一至數回，塗擦於患部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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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熱、搔癢、刺激性乾燥毛囊炎、多毛症、痤瘡疹、
色素不足過敏性接觸皮膚炎、繼發性感染、皮膚萎縮
等 

注意事項 

 1. 如發生皮膚感染時，須併用抗真菌劑或抗菌劑。
如無法改善則須停止使用 corticosteroid，直到感染
控制得宜 

 2. 懷孕時不應長期廣泛地使用 

 3. 12 歲以下小孩並不推薦使用 

 4. 以短期治療為原則，最好不超過 2 週，且每週使
用量不要超過 50gm 

 

Dexamethasone 

 Euxinc®  Orabase 0.1%, 5gm/tube <EEUXIN> 

臨床適應症 

糜爛或潰瘍伴隨口內炎或舌炎 

用法 

每日一次至數次塗布，使用後請避免進食 

不良反應 

若長期使用可能會引發下垂體、副腎皮質系機能的抑
制 

注意事項 

 1. 使用後若局部發生化膿性的感染時請停止使用 

 2. 孕婦避免長期使用 

 

Nystatin 100000U/Neomycin 2.5mg/Triamcinolone 

1mg/Gramicidin 0.2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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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comb®  Cream, 6gm/tube <EMYCOM> 

臨床適應症 

濕疹、過敏性和發炎性皮膚病、續發性細菌或黴菌感
染（念珠菌感染） 

用法 

每日二至三次 

不良反應 

皮膚刺激、過敏、皮膚乾燥 

注意事項 

不可以用於點眼及眼圈附近塗敷 

 

Betamethasone Valerate 

 Rinderon V ® Cream 0.06%/ 0.5 mg/gm, 5 gm/tube 

<ERIND> 

臨床適應症 

濕疹、火傷、濕疹性外耳道炎、耳殼周圍炎、耳殼皮
膚炎、手術創傷、進行性壞疽性鼻炎、鼻前庭及周圍
炎 

用法 

一日一到數次塗敷患處 

不良反應 

灼熱感、乾燥、刺激、搔癢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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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塗抹於有傷口的皮膚，不可塗抹於眼睛內及眼睛
周圍、臉部、鼠蹊及腋下，僅作短期使用 

 

Betamethasone DipropionateC 

 Septon®  Solution 0.5 mg/gm, 10 gm/bot <ESEPT> 

臨床適應症 

濕疹、皮膚炎群、進行性指掌角皮症、包含威達耳氏
苔癬、乾癬、掌蹠膿庖症、紅皮症 

用法 

一日一到數次適量塗佈患處 

不良反應 

灼熱感、皮膚癢、螫刺感 

注意事項 

不得使用於皮膚結核、單純疱疹、水痘、帶狀疱疹、

對本藥曾起過敏的患者、鼓膜穿孔之濕疹性外耳道炎、

皮膚潰瘍之患者 

FluocinonideC 

 Topcort® 5 gm/tube <ETOPC> 

臨床適應症 

急性濕疹、慢性濕疹、乳、小兒濕疹、脂漏性濕疹、
貨幣狀濕疹、接觸性皮膚炎、異位性皮膚炎、尋常性
乾癬、圓形脫毛症、尋常性白斑、掌蹠膿皰症、癢疹
類（蕁麻疹樣苔癬、粟粒疹或小丘疹、固定蕁麻疹）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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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適量藥品塗抹於皮膚患部 

不良反應 

過敏 

 

Neomycin 3.5 mg/Triamcinolone 1 mg 

 Wincort®  Cream 5 gm/tube <EWINC> 

臨床適應症 

異位皮膚炎、濕疹、錢幣形濕疹、一般紅皮症、外耳
炎、皮脂溢性皮膚炎、過敏性皮膚炎、濕疹黴菌性皮
膚炎 

用法 

取適量藥品塗抹於皮膚患部，每日 3-4 次 

不良反應 

過敏 

 

Gynecologic Preparations 
Clotrimazole 

 Fastin®  Vaginal Tablets 200 mg/tab <EFAST> 

臨床適應症 

治療念珠菌屬、陰道滴蟲屬、串狀釀母菌屬及細菌混
合感染引起的陰道炎、白帶 

用法 

每次一粒於睡前將本劑置入陰道深處，連續使用 3 日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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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熱感、剌激、搔癢、痛、皮膚發疹、下腹痙攣或
稍微頻尿等症狀發生 

Estradiol 17-β-CypionateX 

 Ladiol®  Gel 0.6 mg/gm, 30gm/tube <ELADI> 

臨床適應症 

因停經引起之血管異常、因卵巢分泌障礙所致之萎縮、
女性生殖功能不足、婦女卵巢切除患者、原發性卵巢
功能障礙 

用法 

於每月之第 1- 24 日，每日一次以 2.5gm 之凝膠塗
抹於腹部或其他部位(唯需避免乳房、陰道或毛髮處) 

不良反應 

陰道異常出血、經期異常、乳房脹痛或有分泌物、頭
痛 

注意事項 

 1. 免使用於粘膜或傷口處，最佳敷用位置為腹部及
大腿內側，其他部位如手臂、頸部、臉部、肩部
等皆可 

 2. 懷孕或可能懷孕婦女禁用本品 

 

Nystatin Vaginal TabletsA 

 Nystatin®  Vaginal Tablets 100,000 U <ENYST> 

臨床適應症 

白色念珠菌引起的陰道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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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 

通常每天 1-2 錠，置於陰道深部，約需連續 2 週的治
療(即使在月經期間也不應中斷)。懷孕婦女可於產前
3-6 週每天使用 1-2 錠，以預防心生兒之鵝口瘡 

注意事項 

請勿陰道灌洗或進行性行為 

 

Estrogen Conjugated 0.625 mg/gmX 

 Premarin®  Vaginal Cream 14 gm/tube <EPREMA> 

臨床適應症 

萎縮性陰道炎及更年期性外陰萎縮症 

用法 

必須週期性給藥(例如使用 3 個星期，休息 1 星期)。
嘗試停用或逐漸減少用藥時，須經 3-6 個月之緩慢減
少使用。 

陰道內用 0.5-2g，視萎縮程度決定劑量。 

不良反應 

陰道塗抹部位不適包括燒痛、刺激感 

注意事項 

有下列情形的婦女不可使用： 

 (1) 已知或懷疑懷孕者 

 (2) 未經診斷之不正常生殖道出血者 

 (3) 已知，懷疑或過去罹患乳癌者 

 (4) 已知或懷疑罹患與雌激素有關之惡性腫瘤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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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子宮內膜癌、子宮內膜增生） 

 (5) 罹患或曾罹患靜脈血栓性栓塞（例如深層靜脈栓
塞、肺栓塞） 

 (6) 罹患或最近罹患動脈栓塞疾病（中風、心肌梗塞） 

 (7) 肝臟功能不全或疾病者（當肝功能無法回復正常
者） 

 (8) 對於會引起過敏反應之病患也不可使用。 

 

Sertaconazole Nitrate 

 Zalain®  VT 500 mg/supp <EZALA> 

臨床適應症 

治療黴菌 (多數為白色念珠菌) 引起之陰道感染症 

用法 

成年婦女與青春期少女：單獨使用 1 錠之劑量，睡前
放入陰道深部。若 1-2 週後，症狀仍未完全改善時，
可再使用 1 錠。 

不良反應 

生殖泌尿道病變陰道搔癢，陰道發炎，控制排尿能力，
膀胱發炎 

注意事項 

對於懷孕或授乳婦女使用本品之安全性仍未被證實。
此等患者如須治療時，必須由醫師來評估是否可以使
用本藥。婦女月經週期時，仍可使用本藥 

 

Keratolytic Agnets 

Salicylic AcidD 

 Salic®  Ointment 25mg/gm, 10gm/tube <ES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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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去角質 

用法 

清淨患部後，將本品適量塗擦於患部，每日 1-2 次。
可先將本品塗抹於紗布後貼用，依症狀適宜增減之 

不良反應 

紅斑、搔癢、刺痛感、水楊酸效應(耳鳴、暈眩、噁
心、嘔吐等) 

注意事項 

不要觸碰眼部、臉部、陰部、黏膜 

 

HydrocortisoneC 

 Ureson®  Cream 10 gm/tube <EURES> 

臨床適應症 

濕疹或皮膚炎、去角質 

用法 

塗抹適量之本劑於患部，每天 3-4 次 

不良反應 

偶有搔癢、刺痛、紅斑、皮膚感染、毛囊炎、青春痘、
皮膚濕軟、續發性感染、多毛症、皮膚萎縮、毛細管
擴張之症狀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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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皮膚外用，不可口服，使用時避開口、鼻及眼睛 

 

Local Anesthetics 

Lidocaine HCl  2%B 

 Lido®  Jelly 2% 20mg/gm, 30 gm/tube <ELIDO> 

臨床適應症 

表面麻醉 

用法 

外科處理時,供醫療人員之用，將本品塗敷薄層於所
需用之處(尿道麻醉、內視鏡檢查、氣管內插管之潤
滑) 

不良反應 

局部刺激性反應 

注意事項 

眼部及有繼發性細菌感染的部位不宜使用 

 

Lidocaine 5%B 

 Lidopat®  Patch 5% 700mg/patch <ELIDOP> 

臨床適應症 

用於緩解皰疹後神經痛。使用部位僅限於未受損的皮
膚 

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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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24 小時用一次，每次最多可使用 3 片，每次使用
不超過 12 小時。移除貼片後至少休息 12 小時才可再
使用 

不良反應 

紅斑、水腫、瘀血、丘疹、小水泡、變色、色素消退、

灼熱感、搔癢、皮膚炎、瘀斑、水疱、剝離或局部知

覺異常 

注意事項 

使用於肝臟功能不佳之病人建議使用較小面積治療 

 

Lidocaine 25 mg/Prilocaine 25 mg 

 Sincaine®  30 gm/tube <ESINC> 

臨床適應症 

與下列狀況有關的皮膚表面止痛： 

 1. 插針，如靜脈注射導管或抽血前 

 2. 表皮外科處置 

 3. 生殖器黏膜，如表皮外科處置前或浸潤麻醉前 

用法 

須於進行處置前至少 1 小時敷用 

注意事項 

 SINCAINE 乳膏不可放在傷口上，粘膜上或有異位
性皮膚炎的病患。應避免敷在眼睛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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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ocaine Pump Spray 10 mg/doseB 

 Xylocaine Pump Spray10% /50 ml/bot <EXYLOP> 

臨床適應症 

局部麻醉 

用法 

 Xylocaine 唧筒式噴霧劑是用來用於黏膜之上，以有
效率的提供大約可持續 10-15分鐘作用之表面麻醉作
用。麻醉作用約在 1-5 分鐘之間發生，視使用面積而
定。 

不良反應 

塗佈部份有局部刺激性的現象曾被敘述。在進行氣管
內管插入前，在塗在喉部黏膜後，諸如喉嚨痛、聲音
嘶啞及失聲等可逆性症狀曾被報導。 

注意事項 

 1. 過高的劑量或投藥的間隔太短，可能會引起高血
漿濃度及嚴重不良作用。 

 2. 噴霧劑用於有傷口或欲使用區域黏膜有傷口的
患者應小心；受傷的黏膜會使全身的吸收增加。 

 3. 於口咽部使用局部麻醉劑，可能會妨礙吞嚥，因
此會增加吸入肺部的危險。舌頭或頰黏膜之麻木，
亦使其咬傷之危險率增加。 

NSAIDs 

FlurbiprofenB 

 Flur Di Fen®  Patch 40mg/12gm/PCE <EFL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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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變形性關節症、扁關節周圍炎、肌腱腱鞘炎、腱周圍
炎、上腕骨上髁炎、筋肉痛、外傷之腫脹疼痛等上述
疾患及症狀之鎮痛消炎 

用法 

可切割成適當大小一日 2 次貼於患部 

不良反應 

長期使用可能會有皮膚搔癢、紅疹、局部刺激現象 

注意事項 

請勿使用於眼睛四周、黏膜、濕疹、傷口 

 

Ketoprofen 

 Kefentech®  Plaster 30mg/patch <EKEFE> 

臨床適應症 

變形性關節症、肩關節周圍炎、腱鞘炎、腱周圍炎、
上腕骨關節炎、筋肉痛、外傷後之腫脹、疼痛等諸症
狀的鎮痛消炎 

用法 

一天 2 次，貼於患處 

注意事項 

不可使用於眼睛及其周圍、粘膜以及有傷口的皮膚 

 

Etofenamate 

 Teiria®  Gel 50mg/gm, 40gm/tube <ET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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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肌肉性風濕症、上腕肩胛關節周圍炎、腰痛、坐骨神
經痛、腱鞘炎、粘液囊炎 

用法 

取適量塗抹患處，一日數次 

不良反應 

局部皮膚反應如搔癢、紅斑、非特異性皮膚過敏等 

注意事項 

不可使用於眼睛及其周圍、粘膜以及有傷口的皮膚 

 

Scabicides 

Gamma Benzene Hexachloride CreamC 

 Scabi®  Cream 10 mg/gm, 10 gm/tube <ESCAB> 

臨床適應症 

疥瘡、除蝨、頭蝨及其蟲卵的感染 

用法 

先將患處以溫水洗淨，擦乾，以本品適量塗擦於患部，
須經 8-12 小時後方可洗去。僅需使用一次，即可奏
效。 

注意事項 

 1. 擦藥前勿用熱水和肥皂洗澡，以免增加吸收 

 2. 避免眼和粘膜與藥物接觸 

 3. 使用中若出現過敏症狀或中樞神經系統產生不
良反應，應立即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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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tamiton 

 Ulex®  Lotion 100 mg/ml, 30 ml/bot <EULEX> 

臨床適應症 

溼疹、神經性皮膚炎、蕁麻疹、蚊蟲咬螯、皮膚搔癢
症、疥瘡及其他寄生性皮膚感染 

用法 

每日數回患處塗敷或塗擦 

搔癢：本劑需擦於感染部位，一天數次直到搔癢減退 

疥瘡：病人以溫水沐浴，擦乾皮膚，然後將本劑均勻
擦於整個身體表面（臉及頭蓋皮除外）。最好在晚間
使用，連續使用 5 天 

注意事項 

 1. 如使用於幼兒，應避免使用於廣範圍部位 

 2. 勿使用於滲出性皮膚炎。須於急性炎症消失後使
用之 

 

Miscellaneous 
Heparinoid 

 Hirudoid®  Cream 3mg/gm, 40gm/tube <EHIRU> 

臨床適應症 

鈍物創傷後之血腫，淺層性靜脈炎之局部治療 

用法 

塗抹於患部每天 2-3 次，依照患部的大小塗抹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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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可塗抹在完整的皮膚上。避免與眼睛或黏膜接觸 

 

Zinc Oxide 

 Zinc Oxide®  Oint  28.4 gm/tube <EZIN> 

臨床適應症 

緩解皮膚刺激及尿布疹 

用法 

適量塗布於皮膚病變面上，薄蓋生棉，再蓋沙布或油
紙，然後行包帶 

注意事項 

本製劑限於皮膚外用不得內服，或使用於眼睛內，亦
不得施於眼睛四周或黏膜 

 

Gastrointestinal agents 
Antacid and Antiflatulents 
 

Aldioxaunknown 

 Alusa100 mg/tab<OALUS> 

Alkantin100 mg/tab <OALKA> 

臨床適應症 

胃、十二指腸潰瘍、急、慢性胃炎 

劑量 

Adult: 1tab/tid 

Child: 0.5tab/ tid 

不良反應 

便秘 

警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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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撥半、磨粉 

外觀標記 

Alusa:白色圓形扁平素錠;Tw ALT;／ 

Alkantin : 白色圓形錠 

 

Alginic acid 200mg+Mg bicarbonate 40mg+Al(OH)3 

30mg unknown 

Algitab(Topaal)  200 mg/tab <OTOPA> 

臨床適應症 

逆流性食道炎、胃及十二指腸潰瘍、胃酸過多 

劑量 

 1~2 顆 tid, 飯後 

不良反應 

打嗝、便秘或腹瀉，偶爾有噁心、嘔吐、腹脹現象 

警語/注意事項 

可撥半、磨粉 

外觀標記 

Algitab:米白色圓形錠劑，無刻痕 

 

Dicyclomine HCl 5mg+Aluminum hydroxide gel 

400mg +Magnesium oxide 200mgunknown 

Kolantyl<OKOLA> 

臨床適應症 

胃部不適感灼熱感胃及十二指腸潰瘍胃酸過多 

劑量 

 1-2 tab/tid-qid 

警語/注意事項 

腎衰竭病患長期服用含鋁胃藥可能導致或加重透析
治療引起之透析性骨軟化症(Dialysis osteomalacia)、
透析性腦病變(Dialysis encephalopathy)及低磷血症，
應謹慎小心使用 

外觀標記 

Kolantyl :白色圓形厚凸狀素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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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hydroxyaluminum Allantoinateunknown 

  Iwell50 mg/tab <OIWELL> 

臨床適應症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急、慢性胃炎 

劑量 

 1~2tab/ tid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高血鎂症 

警語/注意事項 

本藥具吸附作用避免會阻礙抗生素或其他藥物吸收，
嚴重心腎功能不良或高血鎂患者禁用。 

外觀標記 

 Iwell:粉紅/白色圓形雙層錠 

 

Magnesium oxideunknown 

Mag Oxide 250 mg/tab<OMGO> 

臨床適應症 

暫時緩解便秘、緩解胃部不適或灼熱感、胃酸過多、
消化不良 

劑量 

PUD: 1-2tab/tid~qid 

Saline laxative:  

Aldults : 0.25-0.5 g/qd-tid as needed, max : 2.1 g/day;  

children : 6-12 yr : ½ adult dose. 

Symptom relief of heartburn, acid indigestion, 

dyspepsia: Aldults & children > 12 yr : 0.25 g /tid-qid 

AC 1 hr & hs as needed,  max. 1 g/day;  

children 6-12 yr : ½ adult dose;  

children 3-6 yr : ¼ adult dose. 

不良反應 

腹瀉、不愉快味道 

警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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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鎂患者禁用 

外觀標記 

 Mag Oxide : 白色圓凸錠;SK,MGO 

 

Oxethazaine 5 mg+ Polymagal 244mg 

Strocain5/244mg/tab<OSTRO> 

臨床適應症 

急性、慢性胃炎、所引起的胃痛、噁心、胃灼熱、以
及胃部不快感 

劑量 

 1-2 tab/tid-qid, 15 min AC. 

不良反應 

口渴、便祕、噁心、食慾不振 

警語/注意事項 

不可咀嚼使用會引起胃黏膜刺激；不建議長期使用 

外觀標記 

 Strocain : 白色圓錠;★EISAI★SR005 

 

Simethicone suspension 30%, 66.67 mg/ml, 

300mlunknown 

Wilcon suspension 20 mg/ml, 300 ml 

臨床適應症 

解除脹氣，緩解氣脹相關症狀 

劑量 

一天 3-4 次。成人每次 2ml。3 歲以上（含），適用成
人劑量：3 歲以下之嬰幼兒，請洽醫師診治，不宜自
行使用。 

不良反應 

軟便，胃部不快感，下痢，腹痛，嘔吐 

警語/注意事項 

使用前需振搖均勻，並使用廠商所附量器量取藥量 

外觀標記 

 Wilcon suspension : 罐裝懸浮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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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cain100 mg/ Polymagel 100 mgunknown 

Stacaine100/100/tab<OSTAC> 

臨床適應症 

急慢性胃炎、胃痛、胃灼熱、胃酸過多、胃部不適感 

劑量 

 1-2 tab/tid~qid, 15 min AC. 

不良反應 

口渴、便祕、噁心、食慾不振 

警語/注意事項 

不可咀嚼使用會引起胃黏膜刺激；不建議長期使用 

外觀標記 

 Stacaine : 微黃綠色圓形扁凸膜衣錠;／ 

 

Sucralfateunknown 
Ulban A  900mg/pack <OULBA> 

臨床適應症 

逆流性食道炎、胃及十二指腸潰瘍、胃酸過多 

劑量 

 1 pack/bid-tid 

警語/注意事項 

藥品交互作用:避免與四環素 Digoxin, phenytoin, 

fluoroquinolone抗生素,warfarin並用;服用本品後服用
非制酸劑要相隔 2 小時如要服用其他制酸劑要相隔
30 分鐘 

外觀標記 

單包裝口服顆粒劑 

健保規定 

欲使用消化性潰瘍用藥，其使用期間以四個月為限，
申報費用時需檢附四個月內有效之上消化道內視鏡
檢查或上消化道Ｘ光攝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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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holinergics and antispasmolytics 
Alverine CitrateC 

Averine ® 60mg/Cap<OAVER> 

臨床適應症 

緩解消化道痙攣性疼痛 

劑量 

成人每次 1-2 顆，一天 1-3 次。12 歲以下兒童不建議
使用 

不良反應 

噁心、頭痛、搔癢、發疹、眩暈 

警語/注意事項 

 Alverine Citrate may produce hypotension and 

atropine-like toxic effects. Management is as for 

atropine poisoning with supportive therapy for 

hypotension 

外觀標記 

 Averine : 長圓柱形膠囊，鮮黃綠/鮮黃色 

 

AtropineC 

Atropine®1 mg/1 ml/amp<IATRO> 

臨床適應症 

胃潰瘍、幽門痙攣、胃液、唾液分泌過多、神經過敏
性 

夜間盜汗、減緩小腸張力及結腸運動、眼科放大瞳
孔、 

副交感神經興奮劑之中毒、十二指腸潰瘍 

劑量 

Antidote to anticholinesterase (eg. Organophosphate): 

Adults: initially, IV (preferred), 1-2 mg; additional 2 mg 

IM or IV q5-60 min titrated to response.  

Children: IM or IV, 0.05 mg/kg; repeated q10-30 min 

titrated to response.  

Block adverse muscarinic effects of anti- cholinesteras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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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s : 0.6-1.2 mg for each 0.5-2.5 mg neostigmine 

methylsulfate or 10-20 mg pyridostigmine Br; 

administered a few min prior to anticholinesterase 

agent.  

Children ≦ 1yr : 0.02 mg/kg for each 0.04 mg/kg 

neostigmine methylsulfate.  

Bradyarrhythmia : IV.  

Adults : 0.5-1 mg q3-5min prn; max. 2.5 mg or 0.04 

mg/kg (which may lead to complete vagal blockade).  

Children : 0.02 mg/kg q5min (up to 1 mg in children 

and 2 mg in aldolescents).  

GI anticholinergic effect : IV, IM, or SC.  

Adults : 0.3-1.2 mg/q4-6h.  

Children : 0.01 mg/kg or 0.3 mg/ m2 q4-6h; max. 0.4 

mg q4-6h.  

Hypotonic radiography of GI tract : IM, adults, 1 mg.  

Preanesthetic medication : IM or SC.  

Adults & children ≧ 20 kg : 0.4 mg (0.2-1 mg); 

children 12-16kg : 0.3 mg ;  

7-9 kg : 0.2 mg ;  

3 kg : 0.1 mg ; 0.5-1hr prior to induction of 

anesthesia. 

不良反應 

Tachycardia, increasing ocular tension, dilation of  

pupils, dry mucous membrane, blurred vision, dysuria,  

headache, weakness, nausea, vomiting, restlessness. 

警語/注意事項 

Glaucoma, hyperplasia or neoplastic enlargement of  

prostatic gland, severe heart disease espe-cially with 

 tachycardia, pyloric or intestinal obstruction,  

achalasia, megacolon, myasthenia gravis are contra- 

indication 

外觀標記 

Atropine : 咖啡玻璃小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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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dinium Br 2.5 mg+Chlordiazepoxide5 mgC 

Librax® 2.5/5/tab<OLIBR> 

 

臨床適應症 

腸胃道泌尿道之功能性障礙 

劑量 

一天 3~4,次飯前一顆 

不良反應 

口乾/便祕/小便困難/暈眩 

警語/注意事項 

 1.避免喝葡萄柚汁/飲酒及同時服用鎮靜安眠藥 

 2.服藥後避免操作危險機械 

 3.青光眼/前列腺肥大為禁忌 

外觀標記 

Librax : 淡綠色圓形扁球狀糖衣錠 

 

Hyoscyamine sulfateC 

Buwecon® 0.125 mg/tab<OBUWE> 

臨床適應症 

胃潰瘍、胃酸分泌過多、內臟痙攣、痙攣性結腸炎、
膀胱炎、幽門痙攣、妊娠嘔吐、腎痠痛、膽痠痛、
痛經 

劑量 

成人及 12 歲以上兒童:一次 1～2 錠，每 4 小時或需
要時一次，每日不超過 12 錠。 

2~12 歲兒童:一次 1/2~1 錠，每 4 小時或需要時一次，
每日不超過 6 錠 

不良反應 

口乾、尿液滯留、複視、心跳過速、心悸、瞳孔放
大、睫狀肌麻痺、視覺張力增加、味覺喪失、頭痛 

警語/注意事項 

1.下列患者應謹慎用藥：自主神經疾患者，甲狀腺



 

 

464 

 

機能亢進、冠心病、鬱血性心衰竭、心律不整、高
血壓及腎臟疾病患者。 

2.使用抗膽鹼性藥物前應檢查患者有否心跳過速現
象以避免藥物可能造成心跳加速之現象。 

外觀標記 

 Buwecon :白色圓形扁平狀素錠;45 

 

Hyoscine-N-ButylbromideC 

Escopan® 20 mg/1 ml/amp <IESCO> 

Buspan ® 10 mg/tab <OBUSC> 

臨床適應症 

胃腸痙攣及運動亢進、膽管痙攣及其運動障礙、尿
路痙攣、女性生殖器之痙攣症狀 

劑量 

Slow IV or IM or SC:  

Adults : 10-40mg, repeated after 30 min prn; max. 100 

mg/day.  

Infants & children ≦ 6yr : 5 mg up to tid. 

Max dose: 100 mg/day 

不良反應 

Transient disturbance of accommodation, palpitation, 

dysuria, dry mouth, abdominal distension, flatulence,  

constipation, dizziness, headache, skin rash. 

警語/注意事項 

1.Centrally acting Anticholinergics ( TCA, 

phenothiazines): increased CNS adverse reactions. 

2.Glaucoma, prostatic hypertrophy induced dysuria, 

severe heart disease, paralytic ileus, mechanical 

stenosis of GI tract, tachycardia, megacolon are 

contraindication. 

外觀標記 

Escopan® : 透明玻璃瓶 

Buspan® : 白色圓型糖衣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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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beverineC 

Dobecon® 100mg/tab  <ODOBE> 

臨床適應症 

原發性續發性結腸過敏合併症、腸憩室炎、腸憩室
形成及區域性腸炎、膽胰運動困難、胃潰瘍、消化
器官炎症 

劑量 

每日 3-4 次，每次 100 mg，在飯前 20 分鐘服用，
治癒後數週內仍須持續服用，逐漸減少用量，不可
突然停止用藥 

不良反應 

皮膚過敏、噁心、頭暈 

警語/注意事項 

請於飯前 20 分鐘以足量水吞服。下列患者不可使用
本藥：對本藥過敏、嚴重肝功能不良、膀胱纖維化。
下列患者須小心使用：輕至中度肝、腎功能不良，
心臟疾病 

外觀標記 

 Dobecon® : 白色圓形扁凸狀糖衣錠;YSP43 

 

Otilonium bromideC 

Catilon® 40 mg/tab <OCATIL> 

臨床適應症 

腸躁症腹痛之緩解 

劑量 

 1 tab/bid-tid.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暈眩、頭痛、腹痛 

警語/注意事項 

青光眼、攝護腺肥大或幽門狹窄者需審慎使用 

外觀標記 

Catilon® : 白色圓錠劑 

 

Pipethanate Ethobrom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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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ho® S.C  10 mg/tab <OPETHO> 

臨床適應症 

胃腸管道/膽囊/膽道/尿路痙攣 

劑量 

 1 天 3~4 次，每次 1~2 顆 

不良反應 

口渴，眼調節障害、頭痛、頭重、頻脈、悸動、睡
氣、嘔氣、便秘 

警語/注意事項 

前列腺肥大病人禁用本劑 

外觀標記 

 Petho®:草綠色顆粒劑 

 

Antiulcer 

H2-blockers 
 

CimetidineB 

Defense ® F. C.300mg/tab <ODEFE> 

臨床適應症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反流性食道炎、胃泌素瘤症
候 

群、胃炎、胃酸過多 

劑量 

Duodenal and gastric ulcers :  

PO: 200-400mg tid, 400mg hs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 

Adulst: PO: 800mg bid or 400mg qid for 12 wks 

不良反應 

腹瀉、頭暈、頭痛、皮疹 

警語/注意事項 

 1.會抑制以下藥物代謝，倂用需特別小心： 

Benzodiazepine, carbamazepine, chloroquine, lidocaine,  

metoprolol, metronidazole, pentoxifylline, phenyt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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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ranolol, quinidine, sulfonylureas, theophylline,  

warfarin, Digoxin, TCA, CCB 等藥物 

 2.肝.腎功能異常及燒傷患者慎用 

外觀標記 

 Defense® : 粉紅色圓錠;五瓣花型有 C 字 

 

FamotidineC 

Famotidine ® 20 mg /tab <OFAMO > 

Famotidine® 20 mg /ml/amp <IFAMO> 

臨床適應症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吻合部潰瘍、上部消化管
出血(消化性潰瘍、急性 Stress 潰瘍、出血性胃炎而
引起的)、逆流性食道炎、Zollinger-Ellison 症候群 

劑量 

Reflux esophagitis 

1-16 yrs: 1mg/kg/day bid, up to 40mg bid 

Gastric and duodenal ulcer 

1-16 yrs: IV 0.25mg/kg q12h; max: 40mg/day 

Adults: IV 20mg q12h 

不良反應 

偶有發疹、皮疹、蕁麻疹(紅斑)、當有這些症狀時，請中止

投與 

警語/注意事項 

 1.有藥物過敏症既往病歷之患者。 

 2.腎不全或肝損害之患者 

外觀標記 

 Famotidine® : 白色，圓形扁平錠，E88，CCP 

 

RanitidineB 

RND® 50mg/vial <IRND> 

Ranitidine® F.C 150 mg/tab <ORANI> 

臨床適應症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邊緣性之消化性潰瘍、回流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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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炎、高濃度胃酸分泌症候群 

劑量 

1-2tabs/bid-tid ; max：6 g/day 

Slow IV with conc. ≦ 2.5 mg/ml at a rate ≦ 4 

ml/min or intermittent IF with conc. ≦ 0.5 mg/ml at a 

rate ≦ 5-7 ml/min: 50 mg/q6-8h; max. 400 mg/day. 

Continuous IF: 

150 mg ranitidine in 250 ml D5W at a rate of 6.25 

mg/hr over 24hr; for pathologic GI hypersecretory 

condition, 1 mg/kg/hr with conc. ≦ 2.5 mg/ml, then 

titrate up to 2.5 mg/kg/hr or 220 mg/hr. 

Children 1mo-16yr : IM, Intermittent IF or Continuous 

IF. 

Erosive esophagitis, GERD:5-10 mg/kg/day in 2 

divided doses. 

PUD:2-4 mg/kg/bid, max. 300 mg/day. 

Prophylaxis of recurrent PUD: 2-4 mg/kg/qd, max. 150 

mg/day. 

不良反應 

 Abdominal pain, constipation, diarrhea, headache 

警語/注意事項 

服藥期間避免食用葡萄柚或葡萄柚汁。因葡萄柚汁中含類

黃酮，會影響肝臟內的重要酵素，使藥物作用增加或降低 

外觀標記 

 Ranitidine® : 白色圓形錠劑 

 

Proton pump inhibitor 

 

DexlansoprazoleB 

Dexilant® 60 mg/cap <ODEXI> 

臨床適應症 

 1.治療糜爛性逆流性食道炎 

 2.維持糜爛性逆流性食道炎已治療後之療效 



 

 

469 

 

 3.非糜爛性胃食道逆流疾病之症狀治療 

劑量 

Erosive esophagitis 

PO, 60mg once daily for up to 8 weeks 

Maintenance of healed EE and symptomatic relief of 

heartburn PO 30mg once daily 

Symptomatic GERD 

PO,  30mg once daily for 4 weeks 

不良反應 

 Diarrhea, abdomen pain, nausea,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警語/注意事項 

必須整粒吞服，如無法整粒吞服，可打開膠囊服用：可將

膠囊內藥粉顆粒灑入 1 湯匙食物(果醬)中，立刻吞服，勿咀

嚼藥粉顆粒 

外觀標記 

 Dexilant® : 藍色膠囊有 TAP / 60 字樣 

 

EsomeprazoleB 

Nexium® 40 mg/tab <ONEXI > 

臨床適應症 

胃食道逆流性疾病：糜爛性逆流性食道炎之治療、胃
食 

道逆流疾病之狀態治療。與適當之抗菌劑療法併用，
以 

根除幽門螺旋桿菌及治療由幽門螺施桿菌引發之十
二 

指腸潰瘍 

劑量  

一天 1-2 次，每次 0.5-1 顆，服用 1-4 週，依症狀調
整 

不良反應 

 Headache, diarrhea, nausea, flatulence, abdominal pain, 

const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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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錠劑勿磨粉，遇吞嚥困難的病患，可將藥錠置入半
杯非碳酸類中攪拌溶解，立即或在 30 分鐘內服用 

2. Safety and efficacy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pediatric 

3.針劑以 0.9% NaCl 100ml 調配,不可混其它藥品使用，
調配後於 30℃可以放置 12 小時。 

4.嚴重肝不良: Max: 20mg/day 

外觀標記 

Nexium® :淡棕色橢圓形錠; A EI;40 mg 

 

LansoprazoleB 

Takepron ® 30 mg /cap <OTAKE> 

臨床適應症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逆流性食道炎、
Zollinger-ellison 

症侯群，合併抗生素治療與幽門螺旋桿菌
(Helicobacter  

pylori)相關的消化性潰瘍 

劑量 

一日 1 次 1 顆，連續服用 6-8 週。胃潰瘍、十二指腸
潰瘍最大劑量：30 mg/day；胃酸過多及
Zollinger-ellison 症侯群最大劑量：180 mg/day 

不良反應 

 Headache, diarrhea, nausea, flatulence, abdominal pain, 

constipation 

警語/注意事項 

 1.會延緩diazepam類鎮靜劑及 phenytoin之代謝與排
泄 

 2.孕婦及授乳婦避免使用 

外觀標記 

Takepron ®:扁圓略帶粉紅錠劑 

 

Omeprazo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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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pron ® 40 mg/vial <IOMEP> 

臨床適應症 

抑制胃酸分泌，治療潰瘍或逆流性食道炎 

劑量 

Peptic ulcer disease or GERD : 40 mg/qd. 

Pathologic GI hypersecretory conditions : 60 mg/qd 

不良反應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effects are headache, 

diarrhea, and nausea 

警語/注意事項 

Slow IV ≧ 2.5 min or IF > 20-30 min. 

 

PantoprazoleB 

 Panho® 40 mg/tab <OPANH> 

 Pantolac ® 40 mg/vial <IPANT> 

臨床適應症 

抑制胃酸分泌，治療潰瘍或逆流性食道炎 

劑量 

The usual dose is 40 mg/d. In severe or resistant cases, 

the dose may be increased to 80-240 mg/d.  

不良反應 

headache, diarrhea, and nausea 

警語/注意事項 

Reonstituted solution should be diluted in 100 ml 

NS/D5W/D10W solution and used within 3hr 

外觀標記 

Panho ® :黃色，橢圓形錠劑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SulfasalazineC 

Salazine® 500 mg/tab <OSALAZ> 

臨床適應症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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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Initially, 0.5 g/day, increased by 0.5 g/day until a 

max. 4 g/day in divided doses is reached; maintenance, 

2-4 g/day in 4-6 divided doses. 

RA:  

0.5 g/bid initially, increment 0.5 g weekly; maintenance,  

2-3 g/day. 

不良反應 

噁心、頭痛、食慾不振、體溫上升、紅斑、癢 

警語/注意事項 

服用 sulfonamide 類品項時應保持適當的排尿量，以

免結晶沈積 

外觀標記 

Salazine ®: 淺橘橢圓錠,J 

 

Digestive Enzymesare 

Biodiatase 110mg, Biodiasmin F-2 25 mg, Thiamine 

Mnonitrate 1 mg, Riboflavin 0.1mg, Cellulase 5mg 

Biogen ® 110/25/1/0.1mg/tab＜OBIOG＞ 

臨床適應症 

整腸/健胃/消化促進劑 

劑量 

Adult : 2-3 tabs/ tid  

Children：需依醫師指示使用  

警語/注意事項 

存於避光乾燥處 

外觀標記 

Biogen ®:白色圓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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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 Stimulants 
MetoclopramideB   

Metoclopramide ® 10mg/2ml/amp ＜IMETOC＞ 

Prometin ® 3.84 mg/tab ＜ODOMT＞ 

臨床適應症 

預防嘔吐、促進腸胃蠕動、逆流性消化性食道炎 

劑量 

Adult: 1-2 tab/qid . 

Children: 0.1-0.2mg/kg/qid .  Max : 0.5mg/kg/day. 

Gastrointestinal hypomotility 

Adult:  PO, 1-2 tab/qid AC for 2-8 wks 

           IV (for severe symptoms): 10mg/10 days 

of IV . 

Children: PO,  IM: 0.1mg/kg/qid.  Max: 

0.5mg/kg/day. 

Antiemetic (chemotherapy-induced emesis) : IV 

Adult: 2mg/kg/q2-4h for 2-5 doses  

Children: 1-2mg/kg 30 mins before 

chemotherapy/q2-4h 

不良反應 

Restlessness, drowsiness, diarrhea, weakness, breast 

tenderness, prolactin stimulation, xerostomia, 

extrapyramidal (High-dose) 

禁忌 

GI obstruction, perforation or hemorrhage, 

pheochromocytoma, history of seizure disorder 

警語/注意事項： 

1. Dosing adjustment in renal impairment 

2.建議飯前服用 

外觀標記 

Prometin ®:白色糖衣錠 

 

DomperidoneB 

Domtoo ® 10 mg/tab ＜ODO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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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噁心、嘔吐、食慾不振、腹部脹滿、上腹部不適、腹
痛、胸灼熱、逆流性消化性食道炎 

劑量 

Adults: AC, 10 mg/tid   

Children: AC, 0.3mg/kg/tid  

不良反應 

腹瀉、便秘、暈眩、不安倦怠、長期使用可能產生乳
房腫大或月經失調等。 

警語/注意事項： 

不適用於長期噁心嘔吐或用於預防手術後嘔吐 

外觀標記 

Domtoo ®:白色圓錠，147, STD 

 

MosaprideUnknown 

Mopride ® F.C. 5 mg/tab ＜OMOPR＞ 

臨床適應症 

消化器官蠕動機能異常引起之不適症狀. Ex: 心窩灼
熱、噁心、嘔吐 

劑量 

Adults: AC, 5 mg/tid  

不良反應 

下痢、軟便、口渴、倦怠感 

禁忌 

有胃腸穿孔、阻塞、出血之病患。 

警語/注意事項 

1. 本藥品與心臟節律藥物併用時應注意監測其心電
圖，如有心律不整之情形發生，應予減少使用劑量或
停藥。 

2.若服要經過為兩星期症狀仍然不見改善時，則請勿
再繼續長期服用。 

3.服用 Mopride 有時會發生致命性的猛爆性肝炎與嚴
重的肝功能障礙，會伴隨著顯著的 GOT、GTP、ALP、
γ-GTP 數值上升，偶而會有黃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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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標記 

Mopride ® :白色橢圓錠, M/P 

 

BisacodylC 

Dulcolax ® 5mg/tab  ＜ODU＞ 

Bisadyl ®  5mg/tab  ＜OBISA＞ 

Bisacodyl ®  10mg/supp ＜EBISAC＞ 

臨床適應症 

Constipation and Bowel evacuation before procedures 

or surgery. 

劑量 

Constipation 

Adult : 10-15mg /qd and up to 30mg/day 

Children (6-11 yrs) : 5-10mg/qd (0.3mg/kg) at bedtime 

or before breakfast 

Bowel evacuation before procedures or surgery 

Adult : 10-15mg hs and up to 30mg/day  

不良反應 

Abdominal cramps, colic, diarrhea, proctitis with 

suppository use. 

禁忌 

Appendicitis, gastroenteritis, intestinal obstruction 

注意事項 

1. 口服錠建議空腹，不宜磨粉藥品與食物交互作用
避免在服藥後一小時內飲用牛奶 

2. 可能導致腸衣錠提早在胃中溶解，使藥物失效及
對胃產生刺激。 

外觀標記 

Dulcolax ®: 淡黃色圓錠 

Bisadyl ®:橘色圓錠 

 

LactuloseB 

Lactulose Liquid ® 500ml/bot＜OLACT＞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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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l systemic encephalopathy and Chronic 

constipation . 

劑量 

Portal systemic encephalopathy 

Adult : 30-45 ml/tid-qid 

Children : 40-90 ml/day 

Infants : 2.5-10 ml/day  

Rectal administration 

300 ml is mixed with 700 ml water or saline, retained 

for 30-60 min, may be repeated q4-6h. 

Chronic constipation 

Adult : 15-30 ml/day, up to 60 ml/day  

Children :7.5ml/day after breakfast 

不良反應 

Flatulence, diarrhea, abdominal discomfort, nausea, 

vomiting, cramping 

禁忌/注意事項 

1.含少量 Galactose and Lactose，DM 及半乳糖血症
(galactosemia)P’t 須小心謹慎 

2.長期置於 30℃以上或陽光直射時，易變成極深色
及混濁，當此現象發生時，請勿再使用；長期置
於冷凍溫度時，呈半固體狀、變稠、不易倒出，
但恢復至室溫時，即可恢復原狀，不影響療效。 

3.口味不適，可與果汁、白開水、牛奶混合後使用 

 

FleetC 

 Monobasic Sodium Phosphate 7.2 g/15 ml, Dibasic 

Sodium Phosphate 2.7g/15 ml,  

Fleet ®  45 ml/bot ＜OFLEE＞ 

臨床適應症 

Bowel examination or surgery and constipation 

劑量 

Bowel examination or surgery: 45 ml/ bid  

Constipation（AC） 



 

 

477 

 

Adult and＞12 years ：20-45 ml/day, Max: 45ml/day. 

10-11 years : 15ml/day 

5-9 years : 7.5ml/day 

不良反應 

電解質失衡, 急性磷酸鹽腎病, 紅疹, 搔癢 

禁忌/注意事項 

1. Fleet Phospho-soda：不建議使用於 5 歲以下兒童。 

2. 一般約在服用後 30'-6hrs 時會產生作用(視服用劑
量不同而不同)  

3. 藥品開封後，未飲用完畢於室溫下可存放 7 天。 

 

SennosideC 

Through ® 20mg/tab ＜OTHRO＞ 

臨床適應症 

Constipation 

劑量 

Adults : 1-2 tab/ hs  Max : 4 tab /bid 

Children (6-12 yrs) : 1-2 tab/ hs  

不良反應 

Excessive bowel activity, abdominal cramps, perianal 

irritation. 

禁忌 

Acute surgical abdomen, bowel obstruction, fecal 

impaction, patients with nausea, vomiting or other 

symptoms of appendicitis, undiagnosed abdominal.  

外觀標記 

Through ®:土黃色圓錠 

 

Normacol PlusC 

Sterculia 0.62g + Frangula 0.08g   

Normacol Plus ® 7gm/pack ＜ONORM＞ 

臨床適應症 

Constipation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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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 1-2 pack /qd-bid. 

Children (6-12 yrs) : 1/2 pack /qd-bid  

不良反應 

Abdominal distension, intestinal obstruction if 

overdosage or inadequate fluid intake.  

禁忌/注意事項 

勿咀嚼或壓碎，並配合足量的水以避免腸阻塞。 

 

Silymarin 

Hepamarin ® 140mg/cap ＜OHEPA＞ 

Prolivrin ®  Silymarin 70mg, Thiamine HCl 4mg, 

Nicotinamide 12mg,Pyidoxine Hydrochloride 4mg ,  

Calcium Pantothenate 8mg, Cyanocobalamin 1.2ug/cap 

＜OPROL＞ 

臨床適應症 

慢性肝病，肝硬變及脂肪肝之佐藥。 

劑量 

PO, 140mg/tid  

不良反應 

長期及過量使用偶有腹瀉,頻尿 

外觀標記 

Hepamarin ®:咖啡膠囊 

Prolivrin ®:咖啡膠囊, ROOT, 233 

 

HepatoswissC 

Hepatoswiss®  Choline Orotate 200 mg/ml, Adenosine 

20 mg/ml, Cyanocobalamin 0.5 mg/ml, 

hydroxocobalamin 0.5 mg/ml, 5ml/amp ＜IHEPAT＞ 

臨床適應症   

Hepatitis. 急慢性肝炎、肝硬化 

劑量 

IV : 5 ml/ day.  

IM : 2 ml /day.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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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反應, 頭痛, 發熱感 

注意事項與警語   

只限以 D5W 混合, 稀釋後的溶液要放置 15'-20',確定
是澄清液才可給病患使用,輸注時間最好是 3-4hrs. 

 

Miyarisan-BMC 

Miyarisan-BM ®   Clostridium-Butyricum Miyari 40 

mg /1gm/pack ＜OMIYA＞ 

臨床適應症 

治療急慢性腹瀉、便祕、整腸 

劑量 

Adult : 1 pack/tid  

Children : ½ pack/tid  

不良反應 

脹氣 

 

Ursodeoxycholic acidC 

Lipo ® 300mg/cap ＜OLIPO＞ 

臨床適應症 

Dissolution of cholesterol rich gall stones 

劑量 

Dissolution of cholesterol rich gall stones : 2 tab/qd  

Prevention : 1 tab/qd  

不良反應 

下痢、發癢、疲倦 

禁忌/注意事項 

1. 猛爆性肝炎患、膽道閉塞患者，勿投予 

2. 消化道功能不良、膽結石患者慎重投予 

外觀標記 

Lipo ®:橘紅色膠囊, GP349 

 
Hematological Agents 

Anticoagu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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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farinX 
Mafarin ® 5 mg/tab <OMAFA> 

臨床適應症 

靜脈栓塞症 

劑量 

成人開始時每日 2-5 mg，3 日後根據凝血酶原時間或
凝血酶原活性來確定維持量，其範圍為每日2-10mg。
用藥期間凝血酶原時間應保持在 25-30 秒，凝血酶原
活性至少應為正常值的 25-40%。 

不良反應 

出血組織壞死/胃腸不適/膽汁鬱積/腳趾紫黑 

注意事項 

1.近期預計手術者請停用本藥 

2.孕婦/易出血傾向/潰瘍或創傷/嚴重高血壓或肝腎損
傷為禁忌 

外觀標記 

Mafarin ®:桃紅色圓錠 

 

DabigatranC 

Pradaxa ® 110mg/cap < OPRAD > 

臨床適應症 

預防非辦膜性心房顫動病患發生中風與全身性栓
塞。 

用於靜脈血栓高危險病患，以預防其於接受下肢重大
骨科手術後之靜脈血栓栓塞症。 

劑量 

請依鋁箔上的箭頭，以撕貼紙的方式將藥品自鋁箔取
出。 

建議使用劑量為每次口服 110~150 mg，一天兩次，
空腹或飯後服用均可，視病人個人條件及臨床狀況使
用之。具出血性風險者宜使用劑量為每次口服 110mg，
一天兩次，例如：年齡大於等於 75 歲、CHADS 2 分
數> 3、體重<50 kg、先前有胃腸出血、中度腎功能受
損（肌酸酐清除率 30-50 mL/min）等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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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DS 2: predict the risk of stroke in patients with 

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不良反應 

出血性併發症 

使用禁忌 

PRADAXA 不可用於有下列狀況的病患： 

• 活躍的病理性出血。 

• 曾對 PRADAXA 產生嚴重過敏反應（全身性過敏
反應或全身性過敏性休克。 

• 重度腎功能受損(肌酸酐清除率< 30 mL/min)。 

• 出血性癥候(Haemorrhagic manifestations)、出血傾
向（bleeding diathesis）、自發性或藥物性止血功能障
礙。 

• 具出血風險之器質性病變 (organic lesions)。 

注意事項 

1. Pradaxa 應以開水整顆吞服，空腹或飯後服用均
可，勿將膠囊打開，因為這可能增加出血風險。 

2. 禁用於已知對本產品過敏者，嚴重腎功能受損
(CCr<30ml/min)，有出血症狀表現者，有止血功
能受損者，有置換人工瓣膜者，接受全身性
ketoconazole, cyclosporine, itraconazole 治療者 

3. Dabigatran etexilate 或 dabigatran 並無解毒劑。
若發生出血性併發症，須給予適當的臨床支持性
療法、停止 PRADAXA 治療，並確認出血的來
源。 

外觀標記 

Pradaxa ®:藍白色膠囊,R110 

 

RivaroxabanC 

Xarelto®10mg/tab< OXARE> 

Xarelto®15 mg/tab< OXARE15> 

http://emedicine.medscape.com/article/151066-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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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1. 用於非瓣膜性心房顫動(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且有下列至少一項風險因子者成人病
患，預防中風及全身性栓塞(systemic embolism)。
風險因子例如：心衰竭，高血壓，年齡大於等於75 

歲，糖尿病，曾發生腦中風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2. 治療急性有症狀近端深部靜脈血栓及預防急深部
靜脈血栓發生後再發性深部靜脈血栓與肺栓塞。 

劑量 

每日一次一粒,每日最大劑量為 20mg。 

不良反應 

出血，貧血，肝功能異常、γGT 升高、轉胺酶升高(包
含 AST、ALT 升高)、黃疸，噁心、嘔吐、腹痛、便
秘、腹瀉，發燒，四肢水腫，頭暈、頭痛、骨骼或
肌肉疼痛、皮癢或皮膚紅疹 

注意事項 

禁用於下列病人: 

1.對 rivaroxaban 或藥錠的任何賦形劑過敏的病人。 

2.臨床上有嚴重進行性出血的病人(例如：顱內出血、
胃腸道出血)。 

3.凝血異常相關會導致出血風險的肝病患者(包括中
度和重度肝功能受損) 

4.嚴重腎功能受損病人(Clcr <30 mL/min)。 

5.孕婦及哺乳婦女。 

外觀標記 

Xarelto®:粉紅圓形錠,10,BAYER 

Xarelto®:橘紅圓形錠,15,BAYER 

 

Heparin SodiumC 

Hesharin ® 5000 U/ml, 25000IU/5ml<IHEPA> 

臨床適應症 

血栓性栓塞症及其預防、抗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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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劑量以體重 68.2 公斤(150 磅)病人為基準。 

**希望作用快速發作，在深層皮下注射之前，應先給
予靜脈注射 5,000 單位一次。 

藥動學 

on set: IV—立即;SC—20-30mins 

不良反應 

異常出血.血小板減少.長期使用可能會掉髮 

注意事項 

1.中毒治療 1% solution of protamine sulfate by slow 

infusion. 

2.給藥途徑建議 IV or SC, 不建議使用 IM,易造成血
腫 

3.近期預計手術者請停用本藥/易出血傾向/潰瘍或創
傷/嚴重高血壓或肝腎損傷為禁忌 

 

EnoxaparinB 

Clexane ® 6000 anti-Xa IU/0.6ml < ICLEX> 

臨床適應症 

與 aspirin 並用以治療不穩定狹心症及非 Q 波急性心
肌梗塞、治療深部靜脈血栓症; 適用於年齡 75 歲以
下，腎功能(Ccr)大於 60ml/min 的病患，ST-波段升高
的急性心肌梗塞，不論患者隨後是否接受冠狀動脈血
管成形術，皆可與血栓溶解劑併用。 

劑量 

皮下注射給藥, 本藥物不可以肌肉注射給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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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手術後靜脈血栓症－劑量須配合病患狀況及手術類
型 

可能引起中度血栓的危險性手術：每日 0.2ml 

髖部、膝部等嚴重危險性手術：每日 0.4ml 

治療 DVT－100 anti-Xa IU/kg Q12H 

與 Aspirin 併用治療不穩定性狹心症及非 Q 波心肌梗塞
－ 

每日皮下注射2 X 100 anti-Xa IU/kg, Q12H 

不良反應 

異常出血.血小板減少 

注意事項 

本藥物禁用於下列情況： 

1. 對enoxaparin、肝素或其衍生物（包括其他的低分
子量肝素）過敏者 

2.具有傳統肝素(unfractioned) 或低分子量肝素所引
發嚴重第II型肝素誘發血小板減少症（HIP）之病史
者 

3.出血症狀或止血障礙傾向(當此狀況與使用肝素無
關時，可能之例外的情形是散佈性血管內凝血事
項）。 

4.器官病變，容易出血 

5.有臨床意義的活性出血狀態 

6.大腦內出血 

7.由於缺乏腎功能障礙患者使用本品之資料，嚴重腎
功能障礙患者（依Cockcroft’s公式的定義肌酸酐清
除率約30 ml/min）不建議使用本品，惟進行透析者
例外。 

8.嚴重腎功能障礙患者應使用傳統肝素。 

9.以Cockcroft 公式計算，須測量病患最近的體重- 以
低分子量肝素治療之期間，不可使用脊椎或硬膜外
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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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藥物不建議使用於下列情況： 

- 急性期之缺血性中風，具有或無意識失常。若
為血栓原發性之中風，72小時後方可投與
enoxaparin。 

無論中風之原因、程度或臨床嚴重度，低分子量
肝素治療劑量之效果仍未確立。 

- 急性感染性心內膜炎（某些致血栓性心臟疾病
除外） 

- 輕度-中度腎功能障礙（肌酸酐清除率
30-60ml/min）。 

11. 本品不建議與下列藥物併用:  

- 止痛、解熱及抗發炎劑量之乙醯水楊酸， 

- 非類固醇抗發炎藥（全身性途徑）， 

- Dextran 40 （非胃腸道吸收途徑） 

 

Heparinoid 

Hirudoid ® 40 gm/tube<EHIRU> 

臨床適應症 

鈍物創傷後之血腫，淺層性靜脈炎之局部治療。 

劑量 

喜療瘀乳膏應被塗抹於患部每天2-3 次。依照患部的
大小塗抹,通常3-5公分長度的喜療瘀乳膏就足夠;鈍物創
傷的治療應持續10天以上，淺層性靜脈炎則應治療1-2

週。 

不良反應 

可能引起局部過敏反應, 例如皮膚發紅,但在停藥後
可立刻消失。 

不良反應 

出血性血液疾患 ( 如血友病、血小板減少症、紫斑
症 ) 禁用。雖僅有少量出血, 然有引起重大變化之虞
者禁用。 

注意事項 

1.僅可將喜療瘀乳膏塗抹在完整的皮膚上。避免喜療
瘀乳膏與眼睛或黏膜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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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如是非常疼痛的發炎, 小心地將喜療瘀乳膏塗抹
在患部, 並用紗布覆蓋。於此情況下, 喜療瘀乳膏不
可經由搓揉或按摩的方式被皮膚吸收。 

3.每100公克的乳膏中含有300毫克的Chondroitin 

polysulfate ( mucopolysaccharidepolysulfate ) , 相當於 

25,000 U。 

 

Thrombolytic Agents 
 

Purified urokinase solutionB 
Urokinase® 60000 IU /vial< IUROK> 

臨床適應症 

急性肺栓塞、急性冠狀動脈栓塞、清潔靜脈導管。 

劑量 

一般使用 10ml 生理食鹽水或葡萄糖液溶解該瓶中內
含物後，作靜脈注射：亦可稀釋於適量的生理食鹽水
或葡萄糖液作靜脈點滴注射 

腦血栓塞：每日 1 次，劑量為 60,000 IU，連續給藥約 7

日 

末稍動靜脈閉塞症：初期每日量為 60,000~240,000 IU，
以後漸減，約給予 7 日。 

不良反應 

常見-注射傷口處出血或滲流；偶有-過敏、頭痛、潮
紅、發燒、靜脉炎、噁心、發癢、自發性出血。 

注意事項 

1 近期出血、施行外科手術、72 小時內做過針劑活組
織切片、孕婦。嚴重肝功能障礙、低纖維蛋白原血癥
及易出血者忌用 

2 使用本品要注意嚴重的自發性出血，可能發生致命性
的腦出血，若併用 heparin，則其危險性的概率會提高 2

倍。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ombinant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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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Type 50 mgC 

Actilyse® 50 mg /vial <IACTI> 

臨床適應症 

血栓溶解劑; 深部靜脈栓塞、急性肺栓塞，急性欠缺
血性中風或栓塞性中風(發作 3 小時內)。急性冠狀動
脈栓塞的血栓溶解。 

劑量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dult ＞67 kg: total dose 100 mg IV, given 15 mg IV 

bolus, 50 mg over 30 min, then 35 mg over 60 min. 

Adult ≦67 kg: 15 mg IV bolus, then 0.75 mg/kg over 

30 min, then 0.50 mg/kg over 60 min; total dose not to 

exceed 100 mg. 

Pulmonary embolism: 100 mg IVD > 2 hr. Initial bolus 

injection, 10 mg > 1-2 min; followed by an infusion, 90 

mg > 2 hr. 

Acute ischemic stroke: 0.9 mg/kg IV, infused over 60 

minutes with 10% of the total dose given as an initial 

bolus over 1 min. 

不良反應 

發燒. 嘔吐. 噁心. 內出血. 心臟節律異常. 低血壓. 

注射部位血腫. 胃腸道潰瘍. 

注意事項 

1. 因本品是一種人體天然蛋白，因此不會造成過敏
現象，同時本品不具抗原性─只有少於 1%的患者會
對此種蛋白質產生抗體。 

2.不可用於已知的出血傾向的病例，最近有嚴重的
內出血的患者，腦出血，最近(6 天內)有大手術，
嚴重且難以控制的高血壓，細菌性心內膜炎，急
性胰臟炎。 

3.過量處理：使用本品過量時，通常只要經一些時
候身體自動補足凝血因子即可；然而若有嚴重出
血，可建議輸送新鮮血液或投與合成的抗纖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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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溶解劑(Antifibrinolytics)。 

4.藥品應置於攝氏 2 ~ 8 度冰箱內(勿冷凍)；如發
生變質或過期，不可再使用。 

 

Antiplatelet agents 
 
AspirinCD (高量使用於懷孕第三期時) 

Aspirin ® 100 mg/tab < OASPIR > 

Bokey ® 100 mg/cap < OBOKE > 

臨床適應症 

急性短暫性缺血性發作,預防心肌梗塞,預防心栓性栓塞
症 

劑量 

一天一顆，依實際需要調整，對解熱鎮痛之最大劑量：
4 g/day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視覺模糊/過敏反應，自行過量服用可能會
造成眩暈耳鳴 

注意事項 

1.胃潰瘍或胃出血者小心使用；若服用時曾發生氣喘
或過敏搔癢等現象請告知醫師 

2.可能引發雷氏症候群，孩童忌用；G-6-PD 缺乏(蠶
豆症)患者禁用；嚴重肝腎疾患/血友病或消化性潰瘍
患者禁用 

外觀標記 

Aspirin ®:白色圓錠 

Bokey ®:無色/橙黃色硬膠囊;YSP BKCP 

 

ClopidogrelC 

Clopidogrel ®75 mg/tab < OCLOG >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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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或改善血液凝集 

劑量 

75 mg/qd. In non-ST segment elevati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initially 300 mg then 75 mg/daily 

不良反應 

瘀傷、流鼻血、血尿、胃腸道出血 

注意事項 

欲接受外科、牙科處置者,請事先告知醫師 

外觀標記 

Clopidogrel ®:淡紅色圓扁形錠劑,ST,171 

 

CilostazolC 

Pletaal ® 50 mg/tab<OPLET> 

Plestar ® 100 mg/tab< OPLES > 

臨床適應症 

緩解間歇性跛足的症狀; 使用於無休息時疼痛及周
邊組織壞死之間歇性跛行病人（周邊動脈疾病
Fontaine stage II），用於增加最大及無痛行走距離及
經生活模式改變（包含戒菸及運動計畫）及其他治療
後，仍無法充分改善間歇性跛行症狀病人之二線治
療。 

劑量 

100mg/bid, AC; max : 200 mg/day 

不良反應 

頭痛/心悸/心絞痛/心血管機能異常/腹瀉/高血壓/肌肉
痙攣/呼吸困難/關節炎/水腫/失眠/視覺異常 

注意事項 

1.葡萄柚汁/抗黴菌劑/抗憂鬱劑/紅黴素類抗生素會抑
制本藥的代謝，請避免併用 

2.通常服藥 2~4 週便有療效，但有時需要治療 12 週
以上才有效果 

3.鬱血性心衰竭患者，乳婦為禁忌 

外觀標記 

Pletaal ®:白色圓形扁平狀素錠;OG;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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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star ®:白色圓形錠劑，一面上有 BMB，另一面上
有 A08 字樣 

 

DipyridamoleB/C 

Dipyridamole ® 25 mg/tab <OCARDI> 

Sancin ® F.C 50 mg/tab <OSANI> 

臨床適應症 

對於慢性狹心症之治療可能有效 

劑量 

1 天 3 次，空腹服用 1 顆；依症狀調整，建議空腹服
用吸收較快，飯後服用則可減少胃腸刺激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眩暈,頭痛,肌肉痛,低血壓,熱潮紅,血小板減
少 

注意事項 

1.與抗凝血劑併用可能提高出血風險；與降壓藥併用
可能會增強降壓效果；重症肌無力患者使用本藥會可
能會使原控制藥物藥效減弱導致症狀惡化 

2. 用藥過多會發生周邊血管擴張，低血壓患者小心
使用；心絞痛之預防需服用 2~3 個月 

外觀標記 

Dipyridamole ® : 橘紅色圓錠 

Sancin ®F.C : 紅色圓形扁凸狀膜衣錠 

 

TiclopidineB 

Licodin ®100 mg/tab <OLICO> 

臨床適應症 

適用於曾發生完成性栓塞型中風(Completed 

thrombotic stroke)及有中風前兆且不適於使用 Aspirin

之患者 

劑量 

每天口服 200～500mg，分 2~3 次服用 

不良反應 

血液異常或出血,肝指數異常,胃腸不適,頭痛,眩暈,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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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注意事項 

1.和抗凝血劑及解熱鎮痛劑併用可能造成出血；併
服它藥請告知醫師或藥師 

2.外科手術前兩週須停用本藥；用藥初期三個月內
每二週驗血一次；若發生血液顆粒性白血球減少
或黃疸請立即停藥並就醫檢測血液及肝功能；產
生皮疹搔癢現象請立即停藥；孕婦慎用避免出血 

3.出血患者/白血球減少症/嚴重肝病為禁忌 

外觀標記 

Licodin ® :白色圓形扁凸狀素錠; LC 

 

TicagrelorC  

Brilinta® F-C 90mg/tab < OBRIL> 

臨床適應症 

Brilinta 與 Aspirin 併用，可減少急性冠心症(包括不穩
定型心絞痛、非 ST 段上升型心肌梗塞或 ST 段上升
型心肌梗塞)患者之栓塞性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
Brilinta 與 Aspirin 併用時，Aspirin 維持劑量應避免每
天超過 100 mg。 

劑量 

Brilinta 治療應該從單一預載劑量（loading dose）180 

mg（兩顆 90 mg 錠）開始，然後每次 90 mg，每天 2

次。 

給予 Aspirin 預載劑量後（通常是 325 mg），與 Brilinta 

併用時，Aspirin 的維持劑量為每天 75-100 mg。 

曾接受 clopidogrel 預載劑量的急性冠心症患者，可
以開始使用 Brilinta。 

不良反應 

可能發生呼吸困難、頭痛、咳嗽、頭暈、噁心等症狀 

注意事項 

1.禁忌症：顱內出血病史; 活動性出血; 嚴重肝功能
不全; 過敏反應 

2. 有 14% 使用 Brilinta 治療的患者和 8% 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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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pidogrel 患者通報呼吸困難。呼吸困難的嚴重程
度通常是輕至中度，在持續治療期間常會緩解。 

3.患者若在使用 Brilinta 治療期間有新發生、長時間
或惡化性的呼吸困難，須先排除可能需要治療的潛
在疾病，如果確定呼吸困難與 Brilinta 相關，無須
特別治療，繼續使用 Brilinta 不要中斷。 

外觀標記 

Brilinta® F-C 90mg/tab: 黃色圓形錠, 90 , T 

 

Coagulants-Heparin Antagonist 
 

ProtamineC 

Protamine® sulfate LEO pharm/amp < IPROTA> 

臨床適應症 

中和過量的肝素 Heparin 

劑量 

10 毫克/毫升 Protamine sulfate 可以中和 1400 國際單
位的肝素(heparin)‧投予 Protamine sulfate 應緩慢地
從靜脈注射超過 10 分鐘的期間，或是固定緩慢地從
靜脈輸注，最大單一注射量(每次劑量)不應超過 5 毫
升(7000 抗肝素國際單位 anti-heparin IU; 50 毫克
Protamine sulfate)， 

不良反應 

因protamine本身有抗凝血作用，故應避免注射過量。
在任一十分鐘內，注射之量不可超過 50mg，靜注
protamine 可能會引起血壓突降低，心動徐緩和暫時
的臉潮紅，以慢速注射則可避免 

 

Hematopoietic agents 
Human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C 

Filgrastim® 300ug/0.7ml/amp <IF300>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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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動員造血幹細胞至周邊血中 

2.促進造血幹細胞移植時嗜中性白血球數的增加 

3.癌症化學療法所引起之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 

4.骨髓發育不良症候群的嗜中性白血球缺乏症 

5.先天性、特異性嗜中性白血球缺乏症。 

劑量 

促進骨髓移植時嗜中性白血球數之增加，通常成人在
骨髓移植手術後翌日或五日後，開始以
Filgrastim300ug/㎡，一日一次點滴靜脈注射。兒童在
移植後翌日或五日後開始以 Filgrastim 300ug/㎡一日
一次點滴靜脈注射；但若嗜中性白血球數增加到
5,000/㎣(白血球數 10,000/㎣)以上時，須觀察症狀而
中止投藥。 

Chemotherapy-induced neutropenia: SC, 5 mcg /kg/day.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nitiate 24 hr after BMT, IF, 10 mcg/kg/day over 4 or 

24hr.  

Filgrastim Dose Based on Neutrophil Response 

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 
Filgrastim dose 

adjustment 

When ANC>1000/mm3 for 3 

consecutive days 
Reduce to 5mcg/kg/day* 

If ANC remains>1000/mm3 

for an addition 3 consecutive 

days 

DC filgrastim 

If ANC decreases to 

<1000/mm3 
Resume at 5mcg/kg/day  

* If ANC decreases to <1000/mm3 at any time during 

the 5 mcg/kg/day administration, increase filgrastim to 

10 mcg/kg/day & follow the steps in th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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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1. 對本劑或其他的顆粒球之直系形成刺激因子製劑
有過敏反應的患者。 

2. 骨髓中的芽球並沒有十分減少的骨髓性白血病患
者及未梢血液中可看到骨髓芽球之骨髓性白血病患
者。 

3. 藥品應置於攝氏 2 ~ 8 度冰箱內(勿冷凍)；如發生
變質或過期，不可再使用。 

 

Darbepoetin alfaC 

NESP® injection plastic syringe 20mcg/0.5ml< INESP> 

臨床適應症 

慢性腎功能失調或癌症化學治療有關貧血症狀 

劑量 

Anemia of chronic renal failure 

IV or SC: starting dose 0.45mcg/kg as a single weekly 

Anemia of chemotherapy 

SC: starting dose 2.25mcg/kg as a weekly 

不良反應 

Vascular access thrombosis, infections, hypertension, 

hypotension, myalgia, headache, diarrhea, fever, nausea, 

chest pain  

注意事項 

1 禁用於 Uncontrolled hypertension 

2 未開封時應冷藏，如未冷藏於室溫下可存放 7 天。 

3 勿冷凍或劇烈振搖，可能造成蛋白變性。 

4 勿稀釋。 

5 因不含防腐劑，開封後未使用的藥品請丟棄。 

 

Epoetin betaD 

Recormon® 5000IU/0.3ml/syringe < IRECO> 

Recormon® 2000IU/0.3ml/ syringe <IRECO2> 

臨床適應症 

紅血球生成素;治療與慢性腎臟功能失調有關的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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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或因此而需要輸血的患者、治療與癌症化學治療
有關的貧血。 

治療慢性腎衰竭且伴隨症狀性貧血病人，治療與癌症
化學治療有關的貧血。 

劑量 

皮下注射：初劑量是每週 3 次 20 IU/kg，若血容比增
加不理想（每星期低於 0.5 ％），劑量可以每個星期
為間隔，每星期增加 3X 20 IU/kg；每星期的劑量也
可分成每日投於與。 

靜脈注射：初劑量是每星期 3 次 40 IU/kg。 

不良反應 

血壓上升、栓塞、單純紅血球再生不良。 

注意事項 

1 禁用於 Uncontrolled hypertension 

2 存放冰箱。在室溫下(≦25℃)可存放最多 3 天。 

 

Hemorrheologic Agents 

FlunarizineB 

Flunazon® 5mg/cap < OFLUN> 

臨床適應症: 

噁心、眩暈、迷路障礙、暈動病、末梢血管循環障礙 

劑量 

65 歲以下每天睡前 10mg,，65 歲以上則每天 5mg。 

不良反應 

Sedation, drowsiness, weight gain, gingival hyperplasia 

警語/注意事項 

1.會產生嗜睡現象，特別是在治療之初，所以需要駕
車及操作危險機械的患者應小心。 

2.禁忌:有抑鬱病史之患者，或目前有帕金森氏症之患
者，及其他錐體束外異常之患者。 

外觀標記 :  

Flunazon® :灰白膠囊標記, N.K.P. 193 

 

Betahistin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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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lasen® 24mg/tab < ONILAS> 

臨床適應症: 梅尼爾氏症候群所引起之暈眩、聽力障
礙。前庭性暈眩的症狀治療。 

劑量 

成人的劑量是每天二次，每次一粒 

不良反應 

輕微胃炎不適，通常與食物併服或降低劑量便能消除 

警語/注意事項 

1.有嗜酪細胞瘤或氣喘的患者及消化性潰瘍的患者
宜謹慎使用。 

2.服藥後，請勿(小心)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外觀標記 

Nilasen®:白色圓形錠標記,AX 03 

 

DiphenidolUnknown 

Diphenidol S.C.®  25 mg/tab < ODIP2> 

臨床適應症:  

內耳障害引起之眩暈（即前庭性、中樞性眩暈、包括
頭部外傷、腦動脈硬化、高血壓等所引起之眩暈）梅
尼爾氏症候群。 

劑量 

通常成人每次 1~2 錠，一天 3 次飯後服用。 

不良反應 

偶有嗜睡、過度興奮、抑鬱，睡眠障礙、口乾、腸胃
不適(噁心、消化不良)，及視覺模糊之現象 

警語/注意事項 

1.懷孕的安全性尚未確立，懷孕的前三個月與體重
22.7 公斤以下的兒童不建議使用。 

2.本藥曾有導致幻覺，定向力障礙及精神混亂之報告，
因此患者若於治療期間出現上述症狀時應立即停
藥。 

3.本藥之鎮吐作用可能會遮蔽某些疾病之症狀，如腸
道阻塞及腦部腫瘤等。 

4.由於本藥具有輕微之末梢性抗膽鹼效應，故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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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腸道及生殖泌尿道阻塞之患者應謹慎使用。 

禁忌 

無尿症患者。 

外觀標記 

Diphenidol S.C.® :橘色圓形糖衣錠 

 
Piracetam 

Noopol®  2000mg/10ml/amp  <INOOP> 

Noopol® F.C.1200 mg/tab <ONOOPO> 

Nootropil® Film-Coated 1200 mg/tab <ONOOT> 

Syntam® 2400 mg/pack <OSYNTA> 

臨床適應症 

1.腦血管障礙及老化引起智力障礙和皮質性陣發性
抽搐。 

2.對腦血管障礙、頭部外傷及老化所引起之智力障礙、
可能有效。 

劑量 

注射 

1.治療腦血管障礙及老化所引起的智力障礙：依病情
的輕重而酌量使用，在初期靜脈注射投藥時，每天
最高可達 10 克，甚至到 15 克。 

2.治療皮質性陣發性抽蓄：由醫師視病患的個別情況
而酌量給與。起始劑量為每天 7.2 公克，每三至四天
增加 4.8 公克/天；最高增加至 24 公克，分二到三次給
藥。 

口服 

1.腦血管障礙及老化引起的智力障礙：緩解期：治療
初期每日 4.8 g，持續治療時每日劑量改為 2.4 g。 

2. 皮質性陣發性抽搐：起始劑量每日為 7.2g，每 3

～4 天增加 4.8g/day，最高增至每日 24g。小孩劑
量按體重計算，每天 30～50mg/kg。 

不良反應 

神經質、刺激、失眠、焦慮、顫抖及精神激昂。少
數病患曾有疲倦、嗜睡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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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對 piracetam 過敏，或對本藥中任何成分過敏，或對
pyrrolidone 衍生物過敏的患者，應避免使用本藥。 

腦內出血，或腎疾末期（End Stage Renal Disease）
病人，禁用本藥。 

外觀標記 

Noopol® F.C. : 鮮橙色長圓柱形錠劑,剝半痕 NK/417 

Nootropil ® Film-Coated : 白色長圓柱型 N / N 

 

DihydroergotoxineC 

Hydergine® 1.5mg/tab <OHY> 

Smartgen® 2 mg/tab <OSMAR> 

臨床適應症 

改善腦血管功能(老人癡呆之輔助療) 

劑量 

Hydergine® : 建議劑量每日 4.5 mg，可每次服用 1.5 

mg/tid 

Smartgen®: 0.75-6 mg/day，依年齡、症狀適宜增減 

不良反應 

鼻塞、噁心、胃不適 

注意事項 

用藥建議於餐中服用來降低腸胃不適 

外觀標記 

Hydergine® :圓形白色 / S HYDERGINE 5 

Smartgen® : 白色圓扁錠，SC / S12 

 

Ginkgo Biloba Extract 

Gincare® F.C. 40mg/tab <OGINC> 

臨床適應症 

末梢血行障礙 

劑量 

40mg/tid 

不良反應 

暈眩. 頭痛. 心搏過速. 皮膚過敏. 胃腸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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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可能會加強抗凝血劑的作用 

2.欲進行牙科處置者,請先告知醫師服用之藥品 

外觀標記 

Gincare® F.C. :草綠色圓錠,銀杏葉圖案/無 

 

Nicametate Citrate 

Euclidan® 50 mg/tab <OEUCL> 

臨床適應症 

末梢血管循環障礙 

劑量 

50-100 mg/tid 

不良反應 

暈眩. 腹痛. 腹瀉. 潮紅. 噁心. 頭痛. 倦怠 

注意事項 

高齡者及孕婦請遵醫囑服用,若有發疹/搔癢現象立即就
醫 

外觀標記 

Euclidan ® :綠色圓形扁球狀糖衣錠 

 

Pentoxifylline 

Trenfylline® S.R.F.C. 400 mg/tab <OTRENF> 

臨床適應症 

改善血液循環 

劑量 

400 mg/tid, 若病人有出現胃腸或中樞神經的副作用
時，則其劑量應降低 400 mg/tid 

不良反應 

暈眩. 腹瀉. 嘔吐. 噁心. 頭痛. 臉部潮紅 

外觀標記 

Trenfylline® S.R.F.C. : 白色橢圓形錠劑，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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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rgoline 

Acerine® 5 mg <OACER> 

臨床適應症 

末梢血管循環障礙 

劑量 

5-10 mg/tid between meals 

不良反應 

嗜睡. 暈眩. 潮紅. 低血壓. 失眠. 胃腸不適 

外觀標記 

Acerine®: 鮮黃橙色,圓凸形錠劑 

 

Plasma Expanders 
Plasma ProteinC 

Human albumin® 20% 200 mg/ml, 50 ml/bot 

<IALB20> 

臨床適應症 

低蛋白血症、休克、燒傷 

劑量 

成人: 

Hypoproteinaemia in the acutely ill patient: 

50-75 g/day, rate of administration< 2 mL/min 

Shock: usual initial dose of 20 g, rate of 2 to 4 mL/min, 

repeated in 15-30 min if needed. 

Burns: The usual dose is 20-80 g/day, rate of 1 mL/min 

不良反應 

發燒. 過敏. 嘔吐. 憂鬱. 潮紅. 噁心. 頭痛. 心搏過
速. 低血壓. 寒顫. 

注意事項 

靜脈滴注; 小於 30℃避光儲存，不可冷凍 

 

Gelatin Succinylated 40mg/ml,Sodium Chloride 
7.01 mg/ml,Sodium Hydroxide 1.36 mg/ml,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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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ofusine® 500 ml/bot <IGELO> 

臨床適應症 

急性出血、手術或外傷所引起之休克 

劑量 

 

不良反應 

Allergic and anaphylactic reaction 

注意事項 

1.請勿加入其他藥品混合給藥 

2.最初 10-20 ml 輸注時,需緩慢注射並仔細觀察病人
是否有過敏反應。 

3.含有鈉鹽(154 mmol/L)，高血鈉患者使用時需特別
小心。 

4.開瓶後 4 小時內使用完畢。 

 

Hemostatics 
Tranexamic AcidB 

Transamin®  250mg/5ml/amp <ITRANE> 

Tren® 250 mg/cap <OT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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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紫斑病、白血病、肺結核之咳血、手術時之異常出血、
血痰、腎出血 

全身及局部出血或出血性疾病 

劑量 

注射:一般成人一日 250-500mg，分 1-2 次 IV 或 IM。
手術中、手術後，必要時可以 1 次 500-1000mg IV，
或 500-2500mg 靜脈點滴注射 

PO :750-2,000 mg/day divided into 3-4 doses. 

不良反應 

腹瀉. 嘔吐. 皮疹. 胃痛. 食慾減退. 

注意事項 

下列患者請謹慎使用 

1.有血栓的患者及可能引起血栓的患者。 

2.消耗性血液凝固障礙的患者。 

3.曾對本劑有過敏的患者。 

外觀標記 

Tren ® : 橘黃色膠囊,YSP,TEC 

Endocrine and Metabolic agents 

Estrogen 

Conjugated EstrogensX 

 Estromon® 0.625mg/tab <OESTR> 

臨床適應症 

更年期障礙、卵巢欠缺症狀、卵巢機能不全、機能
性子宮出血、骨質疏鬆症、腔炎 

劑量 

成人 1 天 1 次 0.5-2 顆，可依症狀適宜增減之，可服
用三週停一週或連續使用 

對腔炎、機能性子宮出血，則 1 天 1-6 顆 

不良反應 

頭痛、噁心、嘔吐、食慾不振、乳房疼痛、水腫、
視網膜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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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長期使用 Estrogen 會增加肝臟部位罹患癌瘤之機
會，使用期間應定期做體檢 

2.長期使用 Estrogen 會增加血栓靜脈炎的危險性 

3.使用期間應定期做體檢，包括子宮頸抹片檢查和
癌細胞抹片檢查 

外觀標記 

Esromon®:淡紅，圓凸形，錠劑，S 

 

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 
RaloxifeneX 

Evista® 60mg/tab <OEIVS> 

臨床適應症 

預防及治療停經後婦女骨質疏鬆症 

劑量 

建議劑量為每天口服 1 顆何時間均可，不須考慮進 

餐與否 

不良反應 

熱潮紅、腿部痙癴、視力變化、水腫、血栓 

警語/注意事項 

 1.禁用: 孕婦或罹患乳癌者 

 2.會提高深部靜脈血栓及肺栓塞的危險性 

外觀標記 

Evista®:白色橢圓形膜衣錠;4165 

 

Progestin 

ProgesteroneB 

 Progesterone® 50mg/ml/amp<IPROGE> 

臨床適應症 

無月經、機能性子宮出血、迫切性流早產、月經困難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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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性子宮出血:IM 5~10mg/day，給予 6 天 

閉經：IM 5~10mg/day，持續給予 6~8 天 

習慣性流產:IM 10~20mg 一週兩次 

不良反應 

腹痛、噁心、嘔吐、皮膚疹、體重增加、水腫、視
網膜栓塞 

警語/注意事項 

1.不可靜脈注射 

2.重篤之肝障害或肝疾患者，應禁用本劑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X 

Farlutal ®500mg/tab <OFARL> 

臨床適應症 

不能手術及復發性或轉移性之子宮內膜癌輔助療
法、停經後婦女之乳癌、攝護腺癌及伴有惡性體質
之末期癌症病患使用 

劑量 

1.一般劑量為每天 100mg-1000mg(高劑量可分 2~3

次服用)，低劑量用於子宮內膜癌;高劑量用於轉移
性乳癌 

2.伴有惡性體質之末期癌症: 每天 1000mg 一次服
用或分兩次服用 

不良反應 

體重變化、頭暈、頭痛、栓塞性疾病、黃疸、突破
性出血 

警語/注意事項 

禁用: 孕婦、嚴重肝功能損傷 

外觀標記 

Farlutal ®:白色長橢圓錠劑，CE500，有刻痕 

 

Estrogen and Progestin Cambination 

Estradiol 1mg, Norethisterone Acetate 0.5m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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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a® 28tab/pack <OHAVI> 

臨床適應症 

停經超過一年以上婦女之雌激素缺乏引起的症狀 

劑量 

每天口服 1 顆，持續使用無須間斷，本品是為有完整
子宮婦女設計的連續合併型複方荷爾蒙補充療法 

不良反應 

陰道出血、乳房腫脹感、噁心、水腫、頭痛 

警語/注意事項 

1.單獨使用動情愫會增加子宮內膜癌危險，但本品
合併黃體激素可以避免子宮內膜過度增深 

2.禁忌:已經或經罹患乳癌、子宮內膜癌病人 

外觀標記 

Havina®:白色，圓扁形錠劑，SYN/288 

Estradiol, Norethisterone AcetateX 

 Sevina® 28tab/pack <OSEV> 

Each tab contains : 

12 錠藍色錠劑每錠含 Estradiol 2mg 

10 錠白色錠劑每錠含 Estradiol 2mg 

 Norethisterone Acetate1mg 

6 錠橘色錠劑每錠含 Estradiol 1mg 

臨床適應症 

雌激素不足引起之諸多症狀和預防更年期婦女骨
骼流失 

劑量 

每天口服 1 顆，持續使用無須間斷，請依次由藍色膜
衣錠開始服用，再服用白色膜衣錠，最後服用橘色膜
衣錠 

有月經或已經開始使用荷爾蒙補充療法之婦女，第一
錠應從月經出血的第五天開始指示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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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停藥後或在服用低劑量動情愫的期間可能會
出現出血 

不良反應 

不規則出血，通常發生於治療期前幾個月 

警語/注意事項 

1.單獨使用動情愫會增加子宮內膜癌危險，但本品
合併黃體激素可以避免子宮內膜過度增深 

2.禁忌:已經或經罹患乳癌、子宮內膜癌病人 

外觀標記 

Sevina®:圓凸形 

Ovulation Stimulants 
Clomiphene CitrateX 

Clomid® 50mg/tab <OCLOM> 

臨床適應症 

排卵障礙所引起的不妊症之誘發排卵 

劑量 

通常第一周期 1 日 1 錠，連續服用 5 日 

第一周期無效時，於次周期增加劑量為1日2錠 

不良反應 

臉潮紅、腹痛、腹脹、視力改變變、頭暈 

警語/注意事項 

1.對無排卵症患者，試用本劑誘發排卵時，先做
Gestagen、Estrogen test，以確認其消退性的出現，
將子宮無月經可能性排除後，才能給藥 

2.服用此後一旦懷孕，馬上停藥 

外觀標記 

Clomid ®:白色圓形扁平狀素錠 

Antigonadodotropic 

DanazolX 

 Danol® 200mg/tab <ODANO>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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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異位病、早期青春發動、囊狀慢性乳腺炎、
乳腺肥大、乳漏、月經過多、纖維性囊腫乳房疾患 

劑量 

子宮內膜異位:輕度患者起始劑量 100-200mg /bid;

中度至嚴重患起始劑量 400mg /bid，最大劑量
800mg/day 

乳房纖維囊腫:50~200 bid 

遺傳性血管神經病性水腫:起始劑量 200mg/ bid-tid，
維持劑量 200mg/day 分 2-3 次服用 

男性乳房增殖症:每天 200-800mg，分次服用，劑量
得依病人年齡及體重而定。 

不良反應 

青春痘、體重上升、黃疸、多毛症、乳房變小、聲
音低沉、暈眩、噁心 

警語/注意事項 

1.服藥期間應以非口服避孕藥方式避孕 

2.本品可能會造成體液蓄積，會被此一因素影響的
疾病含癲癇、偏頭痛、心臟功能不全、使用本藥
時需要小心的加以觀察 

3.本品經由肝臟代謝，嚴重肝功能不良的患者應小
心使用 

外觀標記 

Danol ®:橙紅色膠囊; SYN; DN200 

 

Androgen Hormone 

FinasterideX  

 Proscar® 5mg/tab <OPROS> 

臨床適應症 

良性前列腺增生 

劑量 

5mg/day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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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礙、蕁麻疹、乳房腫大 

警語/注意事項 

1.會使 PSA(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降低 

2.不適用於女性及小孩 

3.懷孕或可能懷孕之婦女不可接觸已壓碎或破損之
PROSCAR 錠劑，因其可能因經皮膚吸收
finasteride 後對男性胎兒造成危險 

外觀標記 

Proscar ® :淡藍六邊錐形膜衣錠; PROSCAR; MSD72 

 

Uterotonics 

Ergometrine MeleateX 

Ergometrine® 0.2mg/tab <OERGOM> 

臨床適應症 

產褥期之出血、流產後之出血、分娩時之子宮弛緩
出血、分娩第三期陣痛微弱 

劑量 

成人通常每次一錠，每日服用三次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胃部不適、子宮收縮絞痛、血壓上升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孕婦、兒頭娩出前、曾對麥角製劑有過過敏 

2.慎重投與: 高血壓症、妊娠中毒症、心臟疾病患者、
閉塞性血管障礙患者、肝疾病患者、腎疾病患者 

外觀標記 

Ergometrine®:桃紅色六角形錠劑 

 

OxytocinC 

Oxocin® 10 IU/1 ml /amp < IOXYT> 

臨床適應症 

分娩誘導、陣痛微弱、子宮內容除去術時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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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緩性子宮出血、分娩後或手術後之子宮出血、子
宮收縮不全 

劑量 

1.通常一次 1~5 單位(IU)注射於皮下或筋肉內 

2.如行靜脈注射應使用點滴法或以一個單位為限徐
徐注入 

不良反應 

母親:過敏性反應、分娩後出血、心律不整、噁心、
嘔吐、產後子宮出血、子宮破裂 

胎兒:心跳徐緩、新生兒黃疸 

警語/注意事項 

1.本品用於誘發或刺激分娩時，僅能以靜脈輸液給
藥 

2.正確投與本劑時，會刺激子宮產生與正常分挽相
似的收縮;不正確給與本劑使子宮過度收縮時，對
母親及胎兒都造成危險 

3.禁忌: 早產、多產、顯著的胎頭與骨盆不平衡、既
往子宮頸子宮手術(包括剖腹取兒術) 、子宮過度
擴張、侵入性子宮頸癌患者 

Bisphosphonates 

Alendronic acid70mg, Colecalfero140mcgC 
 Fosamax plus® 70mg/tab <OFOS> 

臨床適應症 

治療男性骨質疏鬆、停經婦女之骨質疏鬆症 

劑量 

成人一週一次，每次一顆，空腹併用大杯白開水服用，
服用後半小時內請勿進食及平躺 

不良反應 

腹痛、噁心、消化不良、食道潰瘍、肌肉疼痛 

警語/注意事項 

1.已有病患服用 bisphosphonates 發生顎骨壞死之報
告，對於需要進行侵入性牙科手術的病患，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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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磷酸鹽類藥物可能可以降低顎骨壞死之風險 

2.鈣質補充劑、制酸劑、及其他口服藥可能響
alendronate 之藥效，因此建議至少間隔半小時再
服用其他口服藥。 

3.Olestra、礦物油、orlistat 和膽酸結合劑可能會減弱
維生素 D 的吸收作用 

 4.禁忌:無法站立或坐直至少30分鐘者、低血鈣症者 

5.不建議用於腎功能不全狀況較為嚴重(肌酸酐廓清
率<35 ml/min)的患者 

健保規定 

1.限用於停經後婦女（alendronate、zoledronate、
denosumab 及 risedronate 亦可使用於男性）因骨質
疏鬆症（須經DXA 檢測BMD之T score≦ -2.5SD）
引起脊椎或髖部骨折，或因骨質疏少症或髖部 2 處
或 2 次(含)以上之骨折 

2.治療時，一次限用一項藥物，不得併用其他骨質
疏鬆症治療藥物 

3.須先檢測病患之血清 creatinine 濃度，符合該項藥
物仿單之建議規定 

 

Zoledronic acidD 

Aclasta® 5 mg/100 ml/vial <IACLA> 

Zometa® 4 mg/vial <IZOME> 

臨床適應症 

Aclasta®:停經後婦女之骨質疏鬆症之治療、男性骨
質疏鬆症之治療、Paget's bone disease 

Zometa®:惡性腫瘤之高血鈣併發症、骨轉移、 

劑量 

Aclasta®: 

1.停經後婦女之骨質疏鬆症之治療:每年單次靜脈輸
注 5 mg，輸注液輸注時間不得少於 15 分鐘 

2.男性骨質疏鬆症之治療:每年單次靜脈輸注 5 mg，
輸注液輸注時間不得少於 15 分鐘 

3. Paget's bone disease：靜脈輸注 5 mg，輸注液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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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得少於 15 分鐘 

Zometa®: 

1.惡性腫瘤之高血鈣：單一劑量 4mg，靜脈輸注 

2.骨轉移：每 3~4 週 4mg ，靜脈注射 

不良反應 

Aclasta®: Flu-like syndrome(fever, chills, bone pain, 

myalgias) 

Zometa®: fever, Ca↓, PO4↑, musculoskeletal pain, 

Osteonecrosis of the jaw, renal dysfunction 

健保規定 

Aclasta®: Zoledronic acid 5mg (如Aclasta 5mg/100mL 

Solution for infusion)( 98/6/1、100/1/1)用於變形性骨
炎(Paget's disease). 

Zometa®: Zoledronic acid 4mg/vial (如 Zometa 

Powder For Solution For Infusion 4mg)( 98/6/1、
100/1/1) 

限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患者使用： 

1.用於治療惡性腫瘤之高血鈣併發症 (HCM)，且限
用於血清鈣濃度超過 2.75 mmol/L  (11.0mg/dL) 

或游離鈣大於 5.6 mg/dL (93/6/1)。 

2. Multiple Myeloma，Breast Cancer，Prostate Cancer

併有蝕骨性骨轉移之病患 

警語/注意事項 

1.已有病患服用 bisphosphonates 發生顎骨壞死之報
告，大部分案例發生於靜脈輸注之患者，使用藥
物前應做口腔檢查 

2.提醒病患關於低血鈣症的症狀、補充鈣與維生素
D ，以維持清鈣濃度 

3.禁忌:禁用於肌酸酐清除率<35 mL/min 以及證實
具有急性腎功能不全的病患、低血鈣症、對
Zoledronic acid 過敏者 

4.注射液不得接觸到含鈣離子或其他二價離子之溶
液，須以單獨注射管以單次注射液給藥 

5.開封後溶液在 2-8℃的溫度下可保持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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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ndronic acidC  

Bonviva® 3mg/3ml <IBON> 

臨床適應症 

治療治療停經後婦女之骨質疏鬆症（BMD T 

SCORE < -2.5  SD），以減少脊椎骨骨折 

劑量 

治療停經後骨質疏鬆症時的建議劑量為每 3 個月一
次，以 15~30 秒的時間靜脈注射 3mg 

不良反應 

低血鈣、肌肉骨骼疼痛、餓骨壞死、過敏性反應、
腹痛 

警語/注意事項 

1.已有病患服用 bisphosphonates 發生顎骨壞死之報
告，大部分案例發生於靜脈輸注之患者，使用藥
物前應做口腔檢查 

2.提醒病患關於低血鈣症的症狀、補充鈣與維生素
D ，以維持血清鈣濃度 

3.禁忌:禁用於肌酸酐清除率<30mL/min 以及證實
具有急性腎功能不全的病患、低血鈣症、對
Ibandronic acid 過敏者 

4.注射液不得接觸到含鈣離子或其他靜脈注射液混
合使用 

 

Disodium Clodronate (Tetrahydrate)C 

Sinclote® 400mg/tab <OSINCL> 

臨床適應症 

惡性腫瘤之蝕骨性骨頭轉移、惡性高血鈣 

劑量 

每日 1600mg 可單次(分兩次)服用，服藥最佳時間應
於餐前一小時或餐後兩小時;每日最大劑量 32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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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腹痛、噁心、腹瀉、食道潰瘍、肝指數升高、低血
鈣 

警語/注意事項  

1.勿與制酸劑或牛奶併服 

2.本品經由腎臟排除，腎衰竭病人應小心使用，日
劑量超過 1600mg 時不可連續使用 

外觀標記 

 Sinclote ®: 鵝黃色膠囊, SP614 

Monoclonal antibody 

DenosumabX  

Prolia® 60mg/1ml/syringe <IPRO> 

臨床適應症 

治療高度骨折風險之停經後婦女骨質疏鬆症、高度骨
折 

風險之骨質疏鬆症男性患者 

劑量 

每 6 個月一次皮下注射單劑 60mg 

不良反應 

高膽固醇血症、噁心、膀胱炎、背痛、皮疹、低血
鈣、嚴重感染 

警語/注意事項 

1.已有病患使用 Prolia 發生顎骨壞死之報告，使用
本品之前應做口腔檢查 

2.提醒病患關於低血鈣症的症狀、補充鈣與維生素 D

以維持血清鈣濃度 

3.禁忌:孕婦、低血鈣症 

4.嚴重腎功能受損或正在接受透析治療的患者發生
低血鈣症的風險較高，使用前應權衡其效益風險概
況 

 

Antidiabetic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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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lin 
Biphasic insulin aspartC 

NovoMix 30 Penfill
®

 300 IU/3 ml/pen <門診料號: 

INOVO ><住院及急診料號: INOVOM > 

臨床適應症 

糖尿病 

劑量 

SC 皮下注射,依病人血糖數值調整劑量 

不良反應 

低血糖(極度飢餓、噁心、心悸、視覺改變、發抖冒
冷汗虛弱昏沉、昏迷抽搐), 注射處腫痛 

注意事項 

1. 未開封藥品請置冰箱冷藏 ( 2°C-8°C) 

2. 使用中之 Penfill 不需儲存於冰箱 

3. 餐前立即施打;注射後須立即用餐 

 

Insulin detemir 300U/3ml/pre-filled penC 

Levemir FlexPen 300U/3ml/pre-filled pen < ILEVE> 

臨床適應症 

糖尿病 

劑量 

皮下注射(SC) 

Livewire®的劑量應依照每位患者的需求予以調整。 

不良反應 

低血糖(極度飢餓、噁心、心悸、視覺改變、發抖冒
冷汗虛弱昏沉、昏迷抽搐)注射處腫痛 

注意事項 

1. 本品為多次劑量的拋棄式注射筆。 

2. 勿加到點滴注射液裡。 

3. 未開封藥品請置冰箱冷藏 

4. 開封後於 30℃下可存放 6 週 

 

Insulin Human Regular 100u/ml,10mlB 



 

 

515 

 

Humulin R 1000 IU/10 ml /vial <門診料號:IHUMUR > 

<住院及急診料
號:IHUMR > 

臨床適應症 

糖尿病 

劑量 

皮下注射或是靜脈給藥；依病人血糖調整劑量 

不良反應 

低血糖(極度飢餓、噁心、心悸、視覺改變、發抖冒
冷汗虛弱昏沉、昏迷抽搐), 注射處腫痛 

注意事項 

1. 未開封藥品請置冰箱冷藏 

2. 開封後於 30℃下可存放 4 週 

 

NovoRapid® 300 IU/3 ml/pen< 

門診料號: INOVOR ><住院及急診料號:INOVORA > 

臨床適應症 

糖尿病 

劑量 

皮下注射或是靜脈給藥；依病人血糖調整劑量 

不良反應 

低血糖(極度飢餓、噁心、心悸、視覺改變、發抖冒
冷汗虛弱昏沉、昏迷抽搐), 注射處腫痛 

注意事項 

1. 未開封藥品請置冰箱冷藏 

2. 開封後於 30℃下可存放 4 週 

Sulfonylureas 

Glibenclamide (Glyburide)C 

Diabitin® 5 mg/tab<ODICR> 

臨床適應症 

糖尿病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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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5 mg/day qd. As the daily dose exceeds 10 mg, 

take the excess with supper. 

不良反應 

低血糖(極度飢餓感、心悸、發抖、冒冷汗不尋常的
虛弱及疲倦)、過敏反應、體重增加 

注意事項 

1. 服藥的同時請注意飲食的控制 

2. 過量而引起嚴重低血糖之處理（昏迷）：病人應
立即施予 50% G/W 靜脈注射，隨後並以 10% 

G/W 繼續靜點滴注射，使血糖維持在>100 mg/dl。
病人甦醒後至少應密切監視 24-48 小時以防範再
度發生。 

 

GliclazideC 

Diclazide® 80mg/tab <ODICL> 

Gliclax® SR 30mg/tab <OGLIC> 

臨床適應症 

糖尿病 

劑量 

80-240 mg/day. Daily dose ≧ 160 mg should be 

divided in bid  

MR Form: Initial, 30 mg daily with breakfast; titrate in 

increments of 30 mg every 2 wks based on blood 

glucose levels. max.: 120 mg once daily. 

不良反應 

低血糖(極度飢餓感、心悸、發抖、冒冷汗不尋常的
虛弱及疲倦)、過敏反應、體重增加 

注意事項 

1. 服藥的同時請注意飲食的控制 

2. 過量而引起嚴重低血糖之處理（昏迷）：病人應
立即施予 50% G/W 靜脈注射，隨後並以 10% 

G/W 繼續靜點滴注射，使血糖維持在>100 mg/dl。
病人甦醒後至少應密切監視 24-48 小時以防範再
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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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imepirideC 

Glipiride® 1 mg/tab < OGLIPI> 

Glimepiride® 2mg/tab <OGLIM> 

臨床適應症 

糖尿病 

劑量 

Initial 1-2 mg once daily given with breakfast or the 

first main meal. The dose should be based on blood 

glucose responses and made in increments of no more 

than 2 mg at 1-2 wk intervals. Maintenance doses 1-4 

mg once daily. max. 8 mg/day. 

不良反應 

低血糖(極度飢餓感、心悸、發抖、冒冷汗不尋常的
虛弱及疲倦)、過敏反應、體重增加 

注意事項 

1. 服藥的同時請注意飲食的控制 

2. 過量而引起嚴重低血糖之處理（如：昏迷）：病
人應立即施予 50% G/W靜脈注射，隨後並以 10% 

G/W 繼續靜點滴注射，使血糖維持在>100 mg/dl。
病人甦醒後至少應密切監視 24-48 小時以防範再
度發生。 

 

Glyburide/Metformin C 

GlucoMet®5/500 mg/tab <OGLUCOM > 

臨床適應症 

非胰島素依賴型(第 2 型)糖尿病 

劑量 

Initially 1tab/qd 依情況而調整劑量 max: 4 tabs/day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腹瀉/腹痛/失去食慾 

注意事項 

乳酸中毒、低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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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litinides 
RepaglinideC 

Repaglinide® 1 mg /tab <OREPA> 

Supernide® 2 mg /tab <OSUPE2 > 

臨床適應症 

第二型糖尿病(NIDDM) 

劑量 

Initial dose: 0.5 mg taken 1-30 min before meals. The 

starting dose of patients transferred from another oral 

hypoglycemic agent is 1 mg. Dosage adjustments 

should be made at intervals of at least 1 wk or more. 

max. 16 mg/day. 

不良反應 

低血糖、頭痛、噁心、消化不良、腹瀉、腹痛、喉嚨
痛、流鼻水、意識改變、背痛、關節痛 

注意事項 

1. 服藥的同時請注意飲食的控制 

2. 過量而引起嚴重低血糖之處理（昏迷）：病人應
立即施予 50% G/W 靜脈注射，隨後並以 10% 

G/W 繼續靜點滴注射，使血糖維持在>100 mg/dl。
病人甦醒後至少應密切監視 24-48 小時以防範再
度發生。 

3. 與 gemfibrozil 併用列為配伍禁忌。 

4. 與 CYP3A4 代謝酵素的拮抗劑併用(例如
clarithromycin、itraconazole 及 ketoconazoel)可能
會提高且/或延長 repaglinide 的低血糖效應。 

 

Alpha-Glucosidase Inhibitor 
AcarboseB 

Glucocar® 50 mg/tab <OGLUCOC> 

Taglu® 100 mg/ tab <OTA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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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之治療 

劑量 

Initially, 25 mg tid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main meal. 

The dose may be increased to 50 mg tid after 4-8 wk. 

Max. dose: >60 kg, 300 mg/day; <60 kg, 150 mg/day. 

不良反應 

腸脹氣/腹痛/腹瀉/腸阻塞/水腫 

注意事項 

1. 用餐時與前數口食物一起咬碎吞下 

2. 過量而引起嚴重低血糖之處理（昏迷）：病人應立
即施予 50% G/W 靜脈注射，隨後並以 10% G/W 繼續
靜點滴注射，使血糖維持在> 100 mg/dl。病人甦醒後
至少應密切監視 24-48 小時以防範再度發生。 

 

Biguanides 
MetforminB 

Ansures® ER 500 mg /tab< OANSU > 

Kotang® XR 500mg /tab <OKOTA > 

Anformin® 850 mg /tab < OANFO > 

臨床適應症 

糖尿病 

劑量 

Initially, 500 mg/day with dinner, increase by 500 

mg/wk; total doses can be divided into 1~2 doses. max: 

2 g/day. 

不良反應 

腹瀉、噁心、嘔吐、腸胃脹氣、腹部疼痛 

注意事項 

整粒吞服(不可磨粉/嚼碎) 

使用禁忌 

本品不應給予有下列情況患者使用： 

腎疾病或腎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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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絲球體過濾率（eGFR）小於 30 ml/min/1.73 m2 禁
用 

腎絲球體過濾率（eGFR）介於 30-45 ml/min/1.73 m2

應減量使用 

在接受顯影劑注射的放射性診斷之前，需暫時停藥 

 

Thiazolidinediones 
PioglitazoneC 

Anxotos 15 mg /tab <OANXOT15> 

Glitis 30 mg /tab <OGLIT> 

臨床適應症 

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患者(NIDDM，type II) 

劑量 

15-30 mg/qd. Max. 45 mg/day. 

 

不良反應 

體重增加、水踵、頭痛、疲倦、肌肉痛 

注意事項 

1. 服藥的同時應注意飲食的控制 

2. 過量而引起嚴重低血糖之處理（昏迷）：病人應
立即施予 50% G/W 靜脈注射，隨後並以 10% 

G/W 繼續靜點滴注射，使血糖維持在>100 mg/dl。
病人甦醒後至少應密切監視 24-48 小時以防範再
度發生。 

3. NYHA III & IV 級心衰竭患者禁忌使用 

4. Not use pioglitazone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bladder 

cancer. 

5. Use pioglitazone with caution in patients with a 

prior history of bladder cancer. 

 

Dipeptidyl peptidase IV inhibitors 
Sitaglipt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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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via® 100 mg/tab <JANU> 

臨床適應症 

降血糖 

劑量 

One tab daily.  

中度和重度腎功能不全患者須降低劑量 

不良反應 

鼻咽炎、上呼吸道感染、腹瀉、噁心和頭痛 

 

Linagliptin 

Trajenta® 5mg/tab <OTRAJ> 

臨床適應症 

降血糖 

劑量 

建議劑量為 5 mg，成人每天一次 

對於肝、腎功能不全病患並無劑量調整建議 

不良反應 

頭痛、高尿酸血症、血脂異常、體重增加 

 

Miscellaneous 
Vildagliptin 50mg + metformin 1000mg 

Galvus Met® 50/1000mg/tab<OGALV> 

臨床適應症 

降血糖 

劑量 

每日兩次 

不良反應 

低血糖、腹瀉、頭痛 

 
Liraglutide 

Victoza® 18mg/3ml <IVICT> 

臨床適應症 

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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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每日投與一次，以皮下注射方式注射在腹壁、大腿或
上臂，無需根據進餐時間給藥 

起始劑量為每日 0.6 mg，使用一星期。使用 0.6 mg 

作為起始劑量是為了要減少在調整劑量過程中所造
成的腸胃不適症狀，該劑量無法有效控制血糖。在給
予每日 0.6 mg 一星期後，劑量應增加為每日 1.2 mg。
如果 1.2 mg 劑量並沒有達到理想的血糖控制時，可
增加劑量為 1.8 mg。 

不良反應 

噁心、腹瀉、與嘔吐 

 

Adrenortical Steroids 

Betamethasone Disodium PhosphateC 

Rinderon® 4 mg/1ml/amp < IRIND > 

臨床適應症 

Corticosteroid; Acute gouty arthritis; Acute or subacute 

bursitis; Acute nonspecific tenosynovitis; Rheumatoid 

arthritis; Post-traumatic osteoarthritis; Bronchial asthma; 

Allergic, perennial or seasonal rhinitis; Dermatologic 

disorders; Status asthmaticus; Disseminated lupus 

erythematosis; Adrenocortical insufficiency 

劑量 

Adults : 

IV or IM: 4-12 mg/dose, q3-4h as needed. 

IVD: 4-12 mg in NS or D5W qd or bid. 

不良反應 

失眠、食慾增加、腸胃不適、情緒變化、毛髮增加、
糖尿病、青光眼、鼻出血 

 

DexamethasoneC 

Dexan ® 0.5 mg /tab < O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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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amethasone ® 4mg/1ml/amp < IDEXA > 

臨床適應症 

嚴重過敏性反應(如氣喘、藥物過敏、輸血過敏)急性
休克、風濕性關節炎之局部治療 

劑量 

PO, take with meals. 

Adults : Anti-inflammatory: PO,0.75-9 mg/day divided 

into q6-12h.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 PO, 1 mg at 11 PM, 

or 0.5 mg q6h x 8 doses.  

Children : 0.024-0.34 mg/kg/day or 0.66-10 mg/m2/day 

in 4 doses. 

IV, IM or IF 

Adults : Anti-inflammatory:IM, IV, 0.75-9 mg/day 

divided into q6-12h.  

Emergency, IV or IM, 4-20 mg (in shock, use IV only), 

may be repeated as needed. After initial improvement, 

2-4 mg should be repeated as necessary. Max. 80 

mg/day.  

Shock: 2-6 mg/kg as single IV injection, may be 

repeated in 2-6 hr, or followed by the same dose in IVD.  

Cerebral edema: 10 mg IV, then 4 mg IM q6h. 

Children : 6-40 mcg/kg or 0.235 -1.25 mg/m2 qd-bid. 

不良反應 

腸胃不適，情緒變化，食欲增加，水腫，肌肉痛，視
力模糊，骨質疏鬆，毛髮增加等。 

注意事項 

Protect from light and freezing. 

禁忌 

Systemic fungal infections. 

 

Methylprednisolone sod. succinateC 

Medason® 40 mg /vial <IMEDA >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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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上腺機能不全、劇烈休克、支氣管性氣喘、膠原疾
病、過敏反應、泛發性感染 

劑量 

需要用大劑量療法時（Methylprednisolone Sodium 

Succinate）的推薦劑量是 30 ㎎/㎏，靜脈注射以 10-20

分鐘施行。此劑量可於 48 小時內，每 4-6 小時重覆
一次。開始使用時，以一到數分鐘時間靜脈給藥。 

其他適用病症第一次劑量可自 110mg-40mg。嬰兒及
兒童的劑量每 24 小時，不得少於 0.5mg/kg。 

不良反應 

1. Suppression of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2. Decreased resistance to all types of infections. 

3. Osteoporosis with spontaneous fractures 

4. Changes in physical appearance such as cushingoid 

faces redistribution of fat, acne, striae, easy bruisability 

5. Psychiatric changes: insomnia, euphoria, depression, 

psychosis. 

6. Metabolic effects: hyperglycemia, hyperlipidemia 

7. Steroid-induced myopathy especially of hip and 

shoulder girdle musculature 

8. Ocular effects: cataracts, glaucoma 

9. Salt/water retention, hypokalemia, hypertension, and 

less frequent with betamethasone, prednisolone, 

methylprednisolone, common with cortisone, 

hydrocortisone. 

10. Aseptic necrosis of bone. 

11. Peptic and intestinal perforation, inhibition of 

wound  healing, failure of children to grow, menstrual 

irregularities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注意事項 

可能會發生精神紊亂，依其程度輕重列為欣快感，失
眠，情緒激盪（Mood Swings），個性改變（Personality 

Change），嚴重抑鬱（Severe Depression），胡言亂語
（Frank Psychotic Manife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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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固醇應小心使用於疑有穿孔、膿腫或化膿性感染之
非特異潰瘍性結腸炎（Nonspecific Ulcerative Colitis）
腎臟機能不全；高血壓；骨質疏鬆及重症肌無力等。 

嬰兒與兒童長期使用腎上腺皮質類固醇時，需小心觀
察其成長與發育。 

 

PrednisoloneB 

Pelonine ® 5 mg /tab < OPELO > 

臨床適應症 

風濕性疾患、支氣管氣喘、腎炎症候群、過敏性皮膚
疾患 

劑量 

Take with meals.  

Adults : 5-60 mg/day in 2 - 4 doses. 

Children : 0.14-2 mg/kg/day or 4 - 60 mg/m2/day in 4 

doses. 

不良反應 

腸胃不適，情緒變化，食欲增加，水腫，肌肉痛，視
力模糊，骨質疏鬆，毛髮增加等。 

注意事項 

禁忌 

Systemic fungal infections. 

 

TriamcinoloneC 

Triamconolone 10 mg/1 ml /vial <ITRIA> 

臨床適應症 

關節、滑囊及腱鞘發炎、局部性、肥大性、浸潤性及
炎性皮病（慢性單純苔蘚、斑性牛皮癬、環狀肉牙腫） 

劑量 

I.A.: 2.5-5 mg for smaller joint, 5-15 mg for larger joint. 

Intradermal: 0.2-0.3 ml, no more than 0.5 ml be injected 

at any one site.  

Single injection into several joint for multiple locus 

involvement, up to a total of 8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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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失眠、食慾增加、腸胃不適、情緒變化、毛髮增加、
糖尿病、青光眼、鼻出血 

注意事項 

不可靜脈輸注 

 

Parathyroid Hormone 
TeriparatideC 

Forteo®28dose/2.4ml/pen <IFORT> 

臨床適應症 

骨質疏鬆症 

劑量 

SC, 20 mcg/qd. 

不良反應 

頭暈、心跳加速、血鈣過高(噁心、嘔吐、便秘、倦
怠無力)、注射部位紅斑,腫痛 

注意事項 

避光冷藏;若有頭暈心悸者,應坐或躺下至緩解 

 

Thyroid Drugs 
Thyroxine-L  Sodium T4A 

 Eltroxin® 0.05mg /tab < OELT > 

臨床適應症 

甲狀腺機能減退症 

劑量 

1.成人：初劑量每日 50-100 微克，每隔四至六週後再
增加 50 微克直至正常代謝功能維持穩定為止。 

2.年齡 50 歲以上之患者：劑量不宜超過每日 50 微
克。 

3.心臟病患者：每日25微克或每隔一日服用50微克，
約隔四周後每日劑量可再增加 25 微克。 

4.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不足之嬰兒：適當的初劑量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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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5 微克，每隔 2-4 週增加 25 微克直至溫和性的
毒性症狀出現為止，隨後再稍微降低劑量。一歲以上
之孩童劑量可採用 2.5-5 微克/ 每公斤體重/每日之計
算方式。 

不良反應 

心律不整、心悸、腹瀉、嘔吐、震顫、不安、失眠、
頭痛、肌肉無力。 

警語/注意事項 

1. 避光貯存 

2. 飯前服用 

3. 建議與鈣質補充劑相隔 4 小時服用 

4. ELTROXIN 會使血糖值升高，可能擾亂正服用抗
糖尿病藥物之患者的血糖穩定度。 

外觀標記 

Eltroxin®：白色圓錠，50 

 

Antityroid Agents 
MethimazoleD 

Methimazole® 5 mg /tab < OMETHI> 

臨床適應症 

甲狀腺功能過高症及甲狀線切除術之補助治療劑。 

劑量 

1.成人：a.初劑量症狀輕微時，每日 15mcg，中度症
狀每日 30～40mcg，嚴重症狀每日 60mg，持
續 2 個月再依病人耐受性及臨床效果調整劑
量。b.維持劑量：每日 5～15mg。每日劑量高
於 40mg 時，顆粒性白血球缺乏症發生率也會
增加。 

2.兒童：a.初劑量：每日 0.4mg/kg。b.維持劑量：每
日 0.2mg/kg。 

不良反應 

皮膚發疹、嘔吐、神經炎、顆粒性白血球缺乏症、顆
粒性細胞過少症及血小板減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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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服用 Methimazole 應嚴密監視，如有喉嚨痛，皮膚
發疹，發燒，或不適應立即向醫師提出報告。 

2.使用期間須監測凝血時間，尤其是手術前。 

3.懷孕婦女服用會引起胎兒傷害可能導致發育中之
胎兒產生甲狀腺腫及呆小症。 

外觀標記 

Methimazole ®：扁圓錠草綠色，I│16/JCP 

 

PropylThiouracilD 

 Polupi ® 50 mg /tab < OPOLU > 

臨床適應症 

甲狀腺機能亢進症。 

劑量 

1.成人─開始時 100mg，每天 3 次，間隔 8 小時。維
持量：每天為 100～150mg。 

2.孩童(10 歲以上)─每次 50～100mg，每天 3 次，每
隔 8 小時給予 1 次。 

3.孩童(6～10 歲)─每天 50～150mg，分數次投與。 

4.甲狀腺中毒危象：通常第一天給予 200mg q4-6h，
症狀控制後再逐漸調低劑量。 

不良反應 

再生不良性貧血、血小板減少性紫斑症、白血球減少
症、頭痛、蕁麻疹、肝功能障礙、噁心、嘔吐。 

警語/注意事項 

1.有引起顆粒性白血球缺少症之副作用，若使用有發
燒與喉嚨痛的症狀，請與醫師聯繫。 

2.有引起肝炎之副作用，若有食慾不振、噁心、嘔吐
等反應時，請與醫師聯繫。 

外觀標記 

Polupi®： 白色圓扁錠，一面有中央刻痕。 

 

Calcitonin-Sal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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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itoninC 

Miacalcic® 100 IU/ml/amp < IMIAC > 

臨床適應症 

高血鈣危象、骨骼的帕哲特氏病(僅適合對替代療法
無效或不適合這類療法的病人，如腎功能嚴重受損
者) 

劑量 

注射劑： 

Paget's disease: 

SC, IM, 50-100 IU/day or 3 times/wk, until a 

satisfactory response; maintenance, 50 IU 3 times/wk. 

Hypercalcaemia:  

Acute: 5-10 IU/kg/day, IVD in 500 ml NS > 6 hr or 

slow IV in 2-4 divided doses. 

Chronic: SC, IM, 5-10 IU/kg/day in 1-2 divided doses.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頭昏，臉部潮紅，關節痛，惡性腫瘤（長
期使用） 

警語/注意事項 

本品之注射劑應貯存於 2-8°C。 

 

Posterior Pituitary Hormones 

Arginine vasopressinB 

Pitressin®  20 IU/ml/amp < IPITR > 

臨床適應症 

食道靜脈曲張出血，尿崩症，手術後腹部膨脹，排除
腹部氣體。 

劑量 

Central diabetes insipidus: IM or SC. 5-10 U (0.25-0.5 

ml) tid or qid as needed. 

Abdominal distension: IM or SC. Initially 5 U, may be 

increased to 10 U. Repeated q3-4h as needed. 

Abdominal roentgenography: IM. 10 U × 2 dose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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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r & 0.5 hr before the films are exposed. 

Bleeding esophageal varices: 20 U in 100-200 ml D5W 

IV for 10-20 min, repeated q1-2h, up to 4 doses. 

不良反應 

面部蒼白、噁心眩暈、頭痛、嘔吐、蕁麻疹、低血鈉
造成之痙攣 

警語/注意事項 

1. 高血壓、心臟疾病或腎功能不佳者需非常小心使
用。 

2.可能引起 water intoxication，所以需及時確認早期
症狀以預防昏迷或痙攣之發生。 

 

Desmopressin acetateB 

Minirin® 0.1 mg /tab< OMINI > 

臨床適應症 

中樞尿崩症、原發性夜尿症 (限用於 7 歲以上病患)、
成人因夜間多尿所導致之夜尿症。 

劑量 

中樞尿崩症：初始劑量：0.1mg /.i.d 

原發性夜尿症（限用於七歲以上病患）：初始劑量為
睡前 0.2mg。最高可增加至 0.4mg。 

成人因夜間多尿所導致之夜尿症：起始劑量為睡前
0.1mg。假如治療一週後效果不佳，可增加至 0.2mg 

然後一週後再加至 0.4mg。 

不良反應 

低血鈉、頭痛、暈眩、末梢水腫、白天排尿頻率增加、
胃痛、噁心、體重增加。 

警語/注意事項 

1. 迷你寧錠必須儲存於室溫(最高 25℃)及乾燥處
(最大濕度 60%)。 

外觀標記 

Minirin®：白色橢圓形錠，0.1，另一面中間有刻痕。 

 

Terlipress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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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pressin ® 1 mg/vial< IGLYP > 

 

 

臨床適應症 

出血性食道靜脈曲張，第一型肝腎症候群。 

劑量 

Bleeding oesophageal varices Adults： 

Initially an i.v. injection of 2 mg terlipressin acetate is 

given every 4 hours.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maintained until bleeding has been controlled, but up to 

a maximum of 48 hours. After the initial dose, the dose 

can be adjusted to 1 mg i.v. every 4 hours in patients 

with body weight <50 kg or if adverse effects occur. For 

maintenance dosage (if necessary), bolus injection of 1 

mg every 4 hours for a maximum of 3 days. 

Type 1 hepatorenal syndrome： 

3 to 4 mg of terlipressin acetate every 24 hours as 3 or 4 

administrations.  

不良反應 

腹部痙攣、頭痛、暫時性臉色蒼白、血壓升高 

警語/注意事項 

1.用於出血性食道靜脈曲張建議治療期間不可超過
五天。 

2.用於第一型肝腎症候群平均治療期間是 10 天。 

3.本品只能靜脈注射投予。 

4.可能引起 water intoxication，所以需及時確認早期
症狀以預防昏迷或痙攣之發生。 

 

Gout-Related Agents 
ColchicineC 

Colchicine® 0.5 mg /tab < OCOLCH > 

臨床適應症 

痛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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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通常成人一日 3~4 mg 分 6~8 次口服，但依年齡、症
狀得適量增減之。 

預防發病時，通常成人一日 0.5 ~ 1 mg，有發作之預
感時，一次 0.5 mg 口服。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皮疹、顆粒性白血球缺乏、血小板過低 

警語/注意事項 

1.作預防之長期投與，可能會有血液障害、生殖器障
害、肝、腎障害、脫毛等嚴重副作用發生，故用於
預防疼痛發作時，請注意作檢尿，末梢血檢查 (特
別是白血球)以及肝功能的定期檢查。 

2.本品應於避光容器中 15~30℃下儲存。 

外觀標記 

Colchicine®：粉紅色圓形錠劑，中間有刻痕，並有 SK

及 300 等字樣。 

 

BenzbromaroneD 

Beenrone®  50 m /tab < OBEEN > 

臨床適應症 

痛風、高尿酸血症。 

劑量 

1 tab/2-3 次，依年齡症狀適宜增減之。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下痢、過敏、對光敏感、尿路結石、肝指
數上升 

警語/注意事項 

1.給藥最初六個月內，進行肝功能檢查，在使用期間
如有肝臟不良反應之症狀如食慾不振、全身倦怠發
生時，應立即停止使用並就醫檢查。 

2.服用藥物期間，需注意飲水、減少尿路結石的情況
發生 

3. benzbromarone 在腎功能不佳，Ccr<20 ml/min 時，
應避免使用。 



 

 

533 

 

外觀標記 

Beenrone 50 mg ®：白色圓扁形錠，Y/S 字樣。 

 

AllopurinolC 

Enpurol® 300 mg /tab < OENPU> 

臨床適應症 

痛風症、痛風性關節炎、尿酸結石、癌症或經化學治
療產生之高尿酸血症。 

劑量 

Gout:  

Adults, initially, 100 mg/day, increased by 100 mg 

weekly; maintenance, mild gout, 200-300 mg/day; 

moderately severe tophaceous gout, 400-600 mg/day in 

divided doses. 

max：800 mg/day.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胃痛、皮疹、黃疸、貧血、掉髮 

警語/注意事項 

1. 腎功能不佳的病患，經由腎臟排除之代謝物 

oxypurinol 可能會蓄積，應依病患之腎功能來調整劑
量。 

2.allopurinol 過敏症候群(allopurinol hypersensitivity 

syndrome, AHS)之嚴重度可從輕微之紅疹進展至
嚴重藥物過敏，包括 Steven-Johnson syndrome、毒
性表皮溶解症、肝壞死、腎功能不良等。腎功能不
全及年紀大於六十歲似乎是導致嚴重過敏的重要
因素。 

3.allopurinol 與 ampicillin, thiazide 類利尿劑, ACEI 

合併使用，可能是產生 allopurinol 過敏症候群之
危險因子。Allopurinol 藥物過敏者，建議轉診至風
濕過敏免疫科專科醫師評估治療。 

外觀標記 

Enpurol® 300 mg：白色扁圓錠，G.M.P.,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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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uxostatC 

Feburic®  F.C. 80 mg  /tab < OFEBU> 

臨床適應症 

治療慢性痛風患者的高尿酸血症。不建議用於無症狀
的高尿酸血症者。 

劑量 

Initial dose: 40 mg orally once a day 

If serum uric acid level is greater than 6 mg/dL after 2 

weeks, 

increase the dose to 80 mg orally once a day. 

Maintenance dose: 40 to 80 mg orally once a day 

不良反應 

肝功能異常、皮疹、噁心、關節痛 

警語/注意事項 

1.正在使用 azathioprine或 mercaptopurine 的患者禁用
Feburic。 

2.治療過程中，觀察到可能有痛風發作，此為治療之
反應。 建議合併秋水仙素或非類固醇抗發炎藥來
預防痛風發作。 

3.若有心血管事件、肝臟酵素升高、皮疹，請找醫師
評估診治。 

外觀標記 

Feburic F.C. 80 mg®：淺黃色橢圓錠，中間刻痕，80 

健保給付規定 

Febuxostat 的給付規定： 

限慢性痛風患者之高尿酸血症使用，符合以下條件之
一： 

1.曾使用過降尿酸藥物 benzbromarone 治療反應不
佳，尿酸值仍高於 6.0 mg/dL。 

2.患有慢性腎臟病 (eGFR＜45 mL/min/1.73m2 或 

serum creatinine ≧1.5mg/dL)或肝硬化之痛風病人。 

 

Nutrients and Nutritional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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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o acid 

Isoleucine L-8.8mg/ml, Leucine L-13.6mg/ml, 
Lysine L-Acetate 10.6mg/ml, Methionine 
L-1.2mg/ml, Phenylalanine L-1.6mg/ml, 
Threonine L-4.6mg/ml 

Aminoplasmal hepa® 10%, 500ml/bot < IAMINO > 

臨床適應症 

蛋白質之補給 

劑量 

正常劑量： 

7-0 ml/kg/day，相當於 0.7-1.0mg 氨基酸/kg/day 

最大劑量： 

15 ml/kg/day，相當於 1.5 mg 氨基酸/kg/day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頭痛、發抖、發燒 

注意事項 

1.須經由中央靜脈注射 

2.腎功能不全的病人劑量的需隨病人的尿素值與肌酸
酐值做調整 

3.僅能在低壓性脫水症、低血鉀症、低血鈉症已治癒
後方可投予 

 

Alanine L-8mg/ml, Aspartic acid L-1mg/ml, 
Glutamic acid L-1mg/ml, Proline L-5mg/ml, 
Serine L-3mg/ml, Glycine 5.9mg/ml 

Amiparen® 10%, 400 ml/bot <IAMIP > 

臨床適應症 

低蛋白血症、低營養狀態、手術前後等的氨基酸補給 

劑量 

中心靜脈投予 

成人一日400-800ml以持續點滴輸注，依年齡、症狀、
體重適宜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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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靜脈投予 

通常成人一回 200-400ml 以持續點滴輸注，標準投予
速度為 60 分鐘內輸注 100ml，並依年齡、症狀、體
重適宜增減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BUN 增加、皮疹、酸中毒、發燒、頭
痛 

使用禁忌 

1. 肝昏迷的患者 

2. 胺基酸代謝異常的患者 

3. 重症腎障礙或高氮血症患者 

注意事項 

1.儲存於 25℃；開封後請馬上使用 

2.本品不得有沉澱或變色情形，使用前應再次檢查 

3.發生血管疼痛時，可改變注射部位；再發生時，則
中止投與 

 

Electrolytes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0.45% Solutio NatrII Chloridi Isotonica 

500ml/bot <INSS45> 

Normal Saline 0.9% 500ml/bot 諾沙林注射液<INSPB> 

 Normal Saline Solution 0.9% 500 ml/bot 洗淨用生理食
鹽液 

<INSW> 

Saline 0.9% 1000ml/bag 沙林注射液<ISA1000> 

Saline 0.9% 250ml/bag <ISA250> 

Sodium Chloride 0.45% 4.5 mg/ml, 20 ml/amp 

<INS20> 

Sodium Chloride 3% 500 ml/bag<INS3>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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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鈉、氯離子之電解質與水份補給 

0.9% ：手術或其他疾患之水分及電解質的補給 

0.9% ：洗淨用生理食鹽液：用於洗淨 

3 %：用以提高血清中鈉及氯離子之濃度、安迪生氏
危象及糖尿病性昏迷 

劑量 

0.45%/500ml/bot：24 小時 2-4 公升 

0.45%/20 ml/amp：添加於輸液藥劑，以靜脈內注射或
點滴靜注 

0.9%諾沙林注射液：成人一回 500-1000ml，由皮下或
靜脈 

0.9%沙林注射液：通常成人一次 500-1000ml藉皮下、
肌肉或靜脈注射。 

3%：依病人的年齡、體重及臨床狀況而 

不良反應 

0.45%：大量急速投與可能產生血清電解質異常、鬱血
性心不全、浮腫及酸中毒等副作用 

注意事項 

1.監視攝入/輸出的比率及血中電解質 

2.無代償能力的心臟血管或腎臟病及接受
Corticosteroids 的病人，要小心使用 

3.若藥液有不澄清、變色、或其他異常現象時，請勿
使用 

 

Calcium chloride 20 mg/ml, Glucose 100 mg/ml 

Vitacal®  20ml/amp <IVITC > 

臨床適應症 

止血、抑制滲出、鎮痙 

劑量 

每次 10ml，每日或隔日注射一次於靜脈內 

不良反應 

低血壓、高血鈣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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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儲存於室溫避光處，並避免冷凍 

 

Dextrose 25mg/ml, Sodium Chloride 4.5mg/ml 

Dexsalin® 500 ml/bot <IDEXS> 

臨床適應症 

補充水分、營養及電解質 

劑量 

靜脈點滴: 

1 次 100-1000ml，依病情、年齡而增減 

注意事項 

若藥液有不澄清、變色或其他異常現象時，請勿使用 

 

Dextrose 50% 

Dextrose® 50% /20 ml/amp <IDEX50> 

臨床適應症 

急性失血、創傷性或出血時休克、脫水缺乏營養補給 

劑量 

靜脈注射每次 20ml，視患者症狀而用量增減之。 

 

Dextrose Monohydrate 5% 

Gitose® 5% /500ml/bot <IGIT5> 

Glucose® 5% /500ml (PP 軟袋) <IG5> 

臨床適應症 

急性傳染病患之水份補給，體液之增量 

劑量 

通常每次 500ml 靜脈點滴注射，依年齡及症狀酌予
增加。 

注意事項 

藥液有不澄清、變色、異物或其他異常現象時，勿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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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ium Lactate 3.2mg/ml, Calcium Chloride 
0.27mg/ml, Potassium Chloride 0.4 mg/ml, 
Sodium Chloride 6 mg/ml 

Hartmann's®500ml/bot <IHART> 

臨床適應症 

手術或其它疾患之水份及電解質的補給 

劑量 

通常成人一日 300-1000ml 皮下或靜脈注射 

注意事項 

本品為無色澄明液，若藥液有不澄清、變色其他異常
現象時請勿使用。 

 

Sodium Chloride 6 mg/ml, Sodium Lactate 3.1 
mg/ml, Calcium Chloride Dihydrate 0.2mg/ml, 
Potassium Chloride 0.3 mg/ml, Sorbitol 

D-50mg/ml 

Hatermas® 500 ml/bot < IHATE > 

臨床適應症 

水分、電解質、能量補給、代謝性酸中毒之矯正 

劑量 

每次 500-l000 ml 點滴靜注，控制在每小時約 200 ml

之速度。得視年齡、症狀、體重酌予增減用量。 

注意事項 

1.對高張性脫水症，閉塞性尿路疾患導致尿量減少之
患者應慎重投與。 

2.因含鈣離子，跟加有檸檬酸之血液混合時，會有凝
血之虞;跟含有磷酸根離子、碳酸根離子之製劑配合
時，會產生沈澱，故皆不可同時使用。 

3.若藥液有不澄清、變色或其他異常現象時，請勿使
用。 

 

Sodium Chloride 8.5 mg/ml, Calcium Chloride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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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ml, Potassium Chloride 0.3 mg/ml 

Liquor Ringer® 500ml/bot <IRINN> 

臨床適應症 

手術時之出血、腹膜炎、火傷、胃腸潰瘍、傷寒、赤
痢、大腸炎、敗血症及各種中毒時之營養及水份缺乏
症。 

劑量 

皮下注射或靜脈點滴視症狀需要而決定使用量。 

注意事項 

本品含鈣，若與含磷酸之製劑混合則生沉澱，與輸血
用保存血混合會起凝血作用。 

 

Magnesium Sulfate 2000mg/20mlD 

Magnesium Sulfate® 2000mg/20ml/amp <IMAGS> 

臨床適應症 

子癇症，子癇前症，妊娠毒血症，產科全身麻醉輔助；
體內鎂離子缺乏時之補充 

劑量 

子癇症，子癇前症，妊娠毒血症，產科全身麻醉輔助︰
通常每日量 1-10g I.V.或 I.M.，子癇症時頭一次投予
4g，後每半小時靜脈注射注射 5ml 

體內鎂離子缺乏時之補充︰本藥每 ml 含鎂離子
0.81mEq，僅限用於全靜脈營養輸注液調配使用。勿
直接單獨做末梢靜脈內點滴注射。 

不良反應 

高劑量時會引起鎂離子中毒、熱感、血壓下降、抑制
中樞神經、呼吸麻痺等現象 

注意事項 

1.硫酸鎂中毒時常引起呼吸停止，應隨時注意血中濃
度並給予鈣劑注射解毒。 

2.腎功能障礙之患者、高鎂血症患者、腸內有寄生蟲
之小孩患者及有心臟疾病患者必須審慎投與，以免
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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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assium chloride 150 mg/ml, Riboflavin 

Phosphate Sodium 0.3 mg/ml,15%C 

Potassium chloride® 15%, 20ml/amp <IKCL> 

臨床適應症 

治療鉀缺乏症 

劑量 

Hypokalemia: 

Adult : Serum K< 2 mEq/L: IV, 20 mEq/hr, with 

continuous cardiac monitoring; Max. 400 mEq/d  

Serum K> 2.5 mEq/L: IV, 10 mEq/hr; Max. 200 mEq/d 

Pediatric: doses should be based on serum K levels IV, 

0.5-0.75 mEq/kg/dose; infused 0.3-0.5 mEq/kg/hr,  

Max. 1 mEq/kg/hr and 30 mEq/dose; 3 mEq/kg/d or 

40 mEq/m2/d. 

注意事項 

1.不可直接做靜脈注射必須稀釋後方可使用 

2.少尿症病患、嚴重溶血反應、急性脫水、腎上腺功
能不良、遺傳性偶發性無力症、高血鉀症等患者禁
用。 

 

Potassium Gluconate 

Radi-K® 595 mg/tab <ORADI> 

臨床適應症 

血鉀過低症 

劑量 

一日 3~9 錠分 2~3 次服用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下痢、腹痛、胸悶 

注意事項 

1.使用前必須先檢查血清中鉀值、鈉值及尿量。 

2.由原發性 Aldosteronism（醛固酮過多症）引起之低
鉀症，請與醛固酮拮抗劑併用 

3.腎功能障擬、低下及輸尿管病變患者請謹慎服用。 

外觀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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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K®:白色圓形錠;PBF,104 

 

Sodium Bicarbonate 1400 mg/20mlC 

Rolikan® 1400 mg/20ml/amp <IROLI> 

臨床適應症 

酸性中毒疾患、濕疹、蕁麻疹等皮膚疾患、胰島素休
克之緩和、孕吐暈車、大腸菌性尿路疾患、結核性膀
胱炎、防止由葡萄糖注射液等引起之體液酸化 

劑量 

每次 1~5g 皮下或靜脈注射 

不良反應 

口唇麻木感、知覺異常、脈搏減慢、噁心 

注意事項 

1. 避免加於含鈣之輸液 

2. 心臟疾患、高血壓症、腎機能不良者，末梢及肺浮
腫患者以及妊娠中毒者應慎重投藥。 

3. 本品呈鹼性，若與其他注射藥混合時，易起配合變
化，需注意 

 

Glucose 420mg/ml, Sodium acetate 3.4mg/ml, KCl 
4.48mg/ml, CaCl2 0.56mg/ml, Soybean oil 
60mg/ml, Fish oil rich in omega-3 acids 

30mg/ml 

Smofkabiven® 1600kcal/1477 ml <ISMOK> 

臨床適應症 

靜脈營養輸注 

劑量 

1. 中央靜脈內使用 

2. 劑量介於 13-31ml/kg/day，相當於 0.10~0.25 公
克氮/公斤體重/天(即 0.6~1.6 公克胺基酸/公斤
體重/天)，提供總熱量 14~35 大卡/公斤體重/

天。 

3. 肥胖的病人需要依換算出來的理想體重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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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4. 建議每日最大劑量為 35 ml/kg/day。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寒顫、暈眩、血中肝酵素濃度升高 

注意事項 

1. 腎衰竭、糖尿病、胰臟炎、肝功能受損、甲狀腺機
能低下及敗血症的病人可能發生脂肪代謝作用受損 

2. 應監測血清中葡萄糖、電解質濃度和滲透壓及體液
平衡狀況、酸鹼狀況和肝臟酵素檢查。長時間給予脂
肪時，應監測血中血球細胞數與凝血功能。 

3. 發生任何過敏反應的徵兆或症狀時，應立即停止輸
注 

 

Sodium Chloride 3.57 mg/ml, Potassium Acetate 
1.18 mg/ml, Sodium Acetate 0.66mg/ml, 
Dextrose Anhydrous 20mg/ml, Sodium Phosphate 
Monobasic Monohydrate 0.83 mg/ml 

Taita NO.3 500ml/bot <ITAIT3> 

臨床適應症 

水份、電解質、養份補充、維持液等張性下痢及真性
糖尿病引起之酮病的治療 

劑量 

一次 500ml，靜脈內點滴注射，得依年齡症狀做適宜
增減 

注意事項 

本品為淡黃色澄明液，若藥液有不澄清、變色、異物
或其他異常現象時，請勿使用。 

 

Sodium Acetate 1.63mg/ml, Sodium Lactate 
1.34mg/ml, Potassium Chloride 1.19mg/ml, 
Sodium Chloride 0. 935mg/ml, Calcium Chloride 
0.368mg/ml, Magnesium Chloride 0.305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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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ip® 500ml/bot <IVEL> 

臨床適應症 

手術或其他疾患之水分，電解質及營養的補給。 

劑量 

通常成人一次 500ml-1000ml 靜脈點滴注射 

注意事項 

藥液有不澄清、變色、異物或其它異常現象時，勿使
用 

 

Glucose 10% 

Vitagen10%®500 ml/bot <IV10> 

臨床適應症 

營養補助劑 

用法 

皮下注射(大腿部皮下最佳) 

靜脈注射：滲透療法及使用大量的糖分時以本法為便
利 

注意事項 

若藥液有不澄清、變色、異物或其它異常現象時，請
勿使用。 

 

Water for injection 

Water for injection 1000ml/bot <IAQ1000> 

Water for injection 20ml/amp <IAQ20-1> 

臨床適應症 

注射用之溶劑 

注意事項 

本品為當注射藥品之溶劑，不可直接注射於人體。 

 

Minerals 

Tricalcium Phosphate 103 mg/ml, Vitamin A 1600 
IU/ ml, Vitamin D3 160 IU/ml 



 

 

545 

 

All-Right Calcium Suspension® 180 ml/bot <OALLR> 

臨床適應症 

鈣缺乏症及維生素 A、D 缺乏症。 

劑量 

成人每天10-15m1。孕婦每天15ml。兒童每天10~15ml。
乳幼兒每天 2.5ml。 

注意事項 

使用前請搖勻 

 

Iron 150 mg+yanocobalamin 0.025 mg+ Folic acid 

1mg 

Ferich® 150/0.025/1 mg <OFERI> 

臨床適應症 

鐵、葉酸、維生素 B12 缺乏症 

劑量 

1tab/qd 

不良反應 

黑便、嘔吐、腹瀉 

注意事項 

血色素沉著、鐵血質異常病人禁用 

外觀標記 

Ferich® :PM030,橘/透明(黑色顆粒)膠囊 

 

Nicametate Citrate 

Euclidan® 50 mg/tab<OEUCL> 

臨床適應症 

末梢血管循環障礙 

劑量 

50-100 mg/tid 

不良反應 

暈眩、腹痛、腹瀉、潮紅、噁心、頭痛、倦怠 

注意事項 

高齡者及孕婦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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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標記 

Euclidan ® :綠色圓形扁球狀糖衣錠 

 

Pentoxifylline 

Trenfylline® S.R.F.C. 400 mg< OTRENF> 

臨床適應症 

改善血液循環 

劑量 

100-400 mg/bid-tid 

不良反應 

暈眩、腹瀉、嘔吐、噁心、頭痛、臉部潮紅 

注意事項 

急性心肌梗塞、腦出血、廣泛性視網膜出血者禁用 

外觀標記 

Trenfylline®:白色橢圓形錠劑，CCP 

 

Nicergoline 

Acerine® 5 mg/tab<OACER> 

臨床適應症 

改善腦血管功能 

劑量 

5-10 mg/tid between meals 

不良反應 

嗜睡、暈眩、潮紅、低血壓、失眠、胃腸不適 

外觀標記 

Acerine® :鮮黃橙色,圓凸形錠劑 

 

Plasma Expanders 
Plasma Protein  20% 50mlC 

Human albumin® 20% 200 mg/ml ,50 ml<IALB20> 

臨床適應症 

白蛋白補充劑,休克,燒傷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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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ck: 

Adult : 25 g initially, repeated in 15-30 min if needed. 

Children: Nonemergency treament, 6.25-12.5 g. 

Burns: Initially, 100 ml 25% solution has been used in 

addition to electrolyte solutions.  

Nephrosis: Initially, 25-50 g, repeated at 1-2 day 

intervals 

不良反應 

發燒、過敏、嘔吐、心搏過速、低血壓 

注意事項 

靜脈滴注; 小於 30℃避光儲存，不可冷凍 

 

Gelatin Succinylated 40mg/ml,Sodium Chloride 
7.01 mg/ml,Sodium Hydroxide 1.36 mg/ml,500ml 

Gelofusine® 500 ml/bot<IGELO> 

臨床適應症 

急性出血、手術或外傷所引起之休克 

劑量 

Adult :500-1500 ml. Max. 2500 ml/day. IVD rate: 

360-540 ml/h, or more in special situations. 

Children: Approx. 10 ml/kg/day. IVD rate: 360-540 ml/h, 

or more in special situations 

不良反應 

過敏 

注意事項 

1. 請勿加入其他藥品混合給藥 

2. 最初 10-20 ml 輸注時,需緩慢注射並觀察病人是否
過敏 

3. 因含有鈉鹽(154 mmol/L)，高血鈉患者使用時需小
心 

4. 開瓶後 4 小時內使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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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ostatics 
Tranexamic AcidB 

Tranexamic Acid® 250mg/5ml/amp <ITRANE> 

Tren® 250 mg/cap <OTREN> 

臨床適應症 

出血性疾病.如紫斑病、白血病、肺結核之喀血、血
痰、手術時之異常出血、腎出血。 

劑量 

INJ : IV or IM: 500-1,000 mg qd-bid 

PO : 750-2,000 mg/day divided into 3-4 doses. 

不良反應 

腹瀉、嘔吐、皮疹、胃痛、食慾減退 

注意事項 

下列患者請謹慎使用 

1. 有血栓的患者及可能引起血栓的患者。 

2. 消耗性血液凝固障礙的患者。 

3. 曾對本劑有過敏的患者。 

外觀標記 

Tren ® :橘黃色膠囊,YSP,TEC 

Ophthalmic/Otic Agents 

Otic Agents 
OfloxacinC 

Tarivid ® Otic Solution 3mg/ml, 5 ml <ETARI> 

臨床適應症 

成人及小兒外耳炎、成人及青少年鼓膜穿孔之慢性中
耳炎。裝有鼓膜造口管之小兒急性中耳炎 

劑量 

成人通常 1 天 2 次，每次 6~10 滴，滴入耳內的藥水
要停留在耳內 10 分鐘。使用次數可依症狀調整。兒
童的使用劑量可能需要降低。 

不良反應 

點耳部位可能出現耳痛、外耳發紅。頭痛。 

警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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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時，若藥液溫度過低可能引起暈眩，使用時儘
可能在接近體溫的狀態下。 

2.點耳時避免使容器尖端直接接觸耳部。 

3.若炎症僅出現於中耳黏膜，則適用本產品的局部治
療，但炎症若擴散至鼓室週邊時，除了局部治療外，
同時建議考慮以口服藥劑進行全身治療。 

Antibacterials 

Sulfamethoxazole C 
Sinomin®  Oph Sol 4% /15 m/bot <ESINO> 

臨床適應症 

結膜炎、砂眼、流行性角結膜炎、眼瞼炎、眼瞼緣
炎、麥粒腫、淚囊炎、虹彩炎 

劑量 

1 日數次，1 次點眼數滴。 

注意事項 

曾對磺胺劑發生過敏症之病人不得使用 

Gentamicin SulfateC 

Gendermin ® oph oint 3mg/gm, 5gm<EGEND> 

Gentamicin ® Eye Drops 3 mg/ml,5 ml solution 

<EGENTA> 

臨床適應症 

治療眼部細菌感染 

劑量 

成人:藥膏: Instill 1/2” (1.25 cm) 2-6次/天;藥水:每4小
時點 1-2 滴, 嚴重感染者至多每小時 2 滴 

嬰幼兒,青少年:藥膏: Instill 1/2 inch (1.25 cm) 2-3 次/

天; 藥水:每 4 小時 1-2 滴;嚴重感染至多每小時 2 滴 

不良反應 

灼熱感/刺激感/過敏/角膜潰瘍/視幻/紫斑症/血小板
減少 

警語/注意事項 

1.抗生素之使用，可能會使非感受性的細菌過度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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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黴菌，在這種情形下必須停藥並採取適當的
處置。刺激、痛、及灼熱可能發生，在某些情況可
能需要停藥。 

2.眼藥膏可能延遲角膜之癒合。 

 

Cataracts 
PirenoxineN/A 

Kary Uni® Oph. Suspension 0.05 mg/ml,5 ml 

<EKARY> 

臨床適應症 

初期老人性白內障 

劑量 

使用前先搖晃均勻，1 次 1-2 滴，1 日點眼 3-5 次 

不良反應 

眼瞼炎、接觸皮膚炎，瀰漫性表層角膜炎、結膜充血、
刺激感、搔癢感 

警語/注意事項 

1.為防止藥液受污染，指導病患在點眼時，注意勿將
容器的瓶口直接接觸眼睛。 

2.本劑會因金屬離子的混入而產生變色，故請注意。 

3.本劑需瓶口朝上保存，以避免藥物顆粒無法均勻分
散。 

 

Corticosteroids 
FluorometholoneC 

Flucason® 1mg/ml, 0.1% 5 ml<EFLUCAS> 

臨床適應症 

角膜炎、強膜炎、上強膜炎、虹彩炎、虹彩毛樣體炎、
葡萄膜炎、手術後炎症 

劑量 

在結膜囊內點 1~2 滴，1 天 4 次。在剛開始的 24~48

小時內可增加到每 2 小時 2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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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眼壓上升，眼刺激，結膜充血，有角膜潰瘍或外傷時
使用可能發生穿孔，長期投與可能後囊下白內障 

警語/注意事項 

1.用藥期間請避免配戴隱形眼鏡 

2.原則禁忌：角膜上皮剝離或角膜潰瘍之病患，病毒
性結膜，角膜疾患，結核性眼疾患，真菌性眼疾患
或化膿性眼疾患 

 

Tobramycin, DexamethasoneC 

Tobradex® 5 ml<ETOBR> 

-每 1ml 含 Tobramycin 3 mg + Dexamethasone 1 mg 

臨床適應症 

對類固醇具有感受性之眼部疾患 

劑量 

點 1~2 滴到患眼之結膜囊內，每 4~6 小時 1 次。起
始的 24~48 小時可增至每 2 小時 1~2 滴，若症狀緩
解再減少頻次 

不良反應 

眼瞼癢、腫脹及結膜紅。類固醇成份所致的反應包括
眼內壓升高，可能導致青光眼及視神經傷害；後囊
下白內障之生成；及延緩傷口癒合。長期使用類固
醇，可能導致角膜的黴菌感染，續發性眼部細菌感
染亦可能發生。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上皮單純性疱疹角膜炎(樹枝狀角膜炎)、牛
痘、水痘及許多其它角膜及結膜的病毒感染；分枝桿
菌感染；黴菌感染。對本劑任何成份過敏者。角膜上
異物未完全移除者。 

2.治療期間請暫時勿配戴隱形眼鏡 

 

Dry Eye Products 
Carbome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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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sol Gel® 2 mg/gm, 10 gm<EGINS> 

臨床適應症 

乾眼症 

劑量 

白天及睡前約使用 3~5 次，若有需要可增加使用次
數，每次 1 滴點於結膜囊內 

不良反應 

本品通常不會造成副作用，極少病人有眼睛暫時刺激
感及發癢 

警語/注意事項 

 1.使用時隱形眼鏡須取下，點後隔 30 分鐘再戴上 

2.縱使依指示使用，本品點後會有 5 分鐘視力模糊現
象，故駕駛或操作危險機械請注意 

3.禁忌症：對 Cetrimide 或本品任何成分過敏者禁用 

 

Carbonic Anhydrase Inhibitors 
Dorzolamide, Timolol Maleate C 

Cosopt ® 5 ml <ECOSO> 

-每 1ml 含 Dorzolamide 20 mg, Timolol Maleate 5 mg 

臨床適應症 

高眼壓症、開放性青光眼、假性剝離性青光眼所造成
之眼內壓升高。 

劑量 

每天 2 次，每次病眼滴 1 滴。 

不良反應 

眼睛灼熱及刺痛、味覺錯亂、角膜糜爛、結膜充血、
視覺模糊流淚及眼睛發癢。 

警語/注意事項 

1. 因含有 timolol maleate 成分，治療之前應先適當地
控制心臟衰竭的症狀。 

2.禁用於下列患者：氣喘、慢性阻塞性肺部疾患，竇
性心搏徐緩、二級或三級房室傳導阻滯、明顯之心衰
竭、心因性休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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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前應拿下隱形眼鏡，並不可在使用後 15 分鐘
內戴上隱形眼鏡 

 

Prostaglandin Agonists 
Travoprost, Timolol C 

DuoTrav® Eye Drops 2.5 ml <EDUOT> 

-每 1ml 含 Travoprost 0.04 mg/ml,Timolol 5 mg/ml, 

2.5 ml 

臨床適應症 

對乙型阻斷劑或前列腺素類似物眼用製劑治療反應
不佳的隅角開放性青光眼或高眼壓患者，用以降低其
眼內壓 

 

劑量 

成人(包括老年人)：每天早晚點 1 滴於眼睛，每日 1

次。 

不良反應 

眼充血/刺激性/眼部搔癢/乾眼症/睫毛增長/虹膜色素
沉澱/複視/眼疼痛/畏光/點狀角膜炎 

警語/注意事項 

1. 已經服用乙型阻斷劑的患者，若使用本品可能加
強對眼內壓或全身性乙型阻斷的作用。不建議使用兩
種乙型腎上腺素阻斷劑或兩種前列腺素眼用製劑。 

2. 可能使黑素細胞中的黑體慢慢增加而改變眼睛的
顏色。治療前需先告知患者眼睛顏色永久改變的可能
性 

3. 無晶狀體患者、後晶狀體囊或眼前房晶狀體撕裂
的假晶狀體病患者或已知具囊狀黃斑部水腫危險因
子的患者需謹慎使用 

4. 使用前須摘除隱形眼鏡，給藥 15 分鐘後重新戴上 

 
Travoprost 0.04 mg/ml, 2.5 mlC 

Travatan ® Oph Sol'n 0.04 mg/ml, 2.5 ml <ETR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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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降低隅角開放性青光眼、慢性隅角閉鎖性青光眼且曾
施行周邊虹膜切開術之病人或高眼壓患者之眼壓。 

劑量 

每天晚上點要 1 次，每次 1 滴於患眼。1 天不要超過 1

次，因為較頻繁的點藥可能減少眼壓降低效果 

不良反應 

眼部充血/虹膜色素過度沉積/睫毛增長/頭痛/畏光/眼
部搔癢 

警語/注意事項 

1.可能使黑素細胞中的黑體慢慢增加而改變眼睛的
顏色。治療前需先告知患者眼睛顏色永久改變的可
能性 

2.無晶狀體患者、後晶狀體囊或眼前房晶狀體撕裂的
假晶狀體病患者或已知具囊狀黃斑部水腫危險因
子的患者需謹慎使用 

3.使用前須摘除隱形眼鏡，給藥 15 分鐘後重新戴上 

β-blockers 
BetaxololC 

Betoptic-S® 0.25% oph suspension 2.5 mg/ml,5 

ml<EBETO> 

臨床適應症 

慢性開放性隅角青光眼 

劑量 

每日 2 次，1 次 1~2 滴 

不良反應 

暫時性眼睛不適/畏光/心跳徐緩/低血壓/心臟衰竭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患有竇性心跳減慢者，一級以上房室傳導阻
滯，心臟性休克獲明顯心臟衰竭之病患 

2.可能使不安定性糖尿病患者的急性低血糖徵兆不明
顯。 

3.本品會加重肌肉無力的現象：複視、眼瞼下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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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無力 

4.施行重大手術之全身麻醉前，應考慮逐漸停用本品，
因會降低心臟對 β-腎上腺素導致的交感反射刺激的
反應能力 

5.同時口服其他 β-腎上腺素阻斷劑可能產生藥物加成
反應 

 

Miotics 
PilocarpineC 

Isopto carpine ® 2% 20 mg/ml,15 ml <EISOP> 

臨床適應症 

縮瞳劑用於控制慢性青光眼之眼壓 

劑量 

每次點 2 滴於眼睛，每日點 3 次，或依照醫師指示使
用 

不良反應 

輕度睫狀肌痙攣所致之暫時性視力降低/接觸性過敏/

頭痛/強直噁心/唾液分泌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急性虹彩炎、前房發炎 

2.支氣管氣喘病的患者使用宜小心，特別是做全身性
使用時，因為本品會造成支氣管收縮作用。 

3.勸告病人若有發汗、流涎、強直和噁心的症狀立刻
要報告，因為這是全身性中毒發作的徵兆 

 

Carbachol C 

Miostat ® 0.01%/1.5 ml <EMIOS> 

臨床適應症 

1. 當手術時，眼內手術需緊急縮瞳時使用 

2. 可用來長期治療廣角性青光眼，特別用於那些對
pilocarpine 有抗性的病例。 

劑量 

於打開包裝後，內部之無菌瓶及倒在一無菌碟上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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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容易抽入乾燥之無菌注射器中並在使用前以
Atraumatic 插管，將針頭更換，輕輕將 0.5ml 之容易
注入前眼皮以造成縮瞳效果，可以在縫合前後滴入。 

不良反應 

視覺不易調節,面紅,出汗,胃出血,腹痛,膀胱收緊,頭痛 

警語/注意事項 

1.眼內使用每瓶使用一次為限，剩餘部分需拋棄。 

2.Carbachol 0.01%於急性心臟衰竭、支氣管氣喘、胃
潰瘍、高血壓等病狀之病人使用時，或有胃腸平滑肌
痙攣、小便障礙，以及帕金森氏症患者使用時均應特
別小心。 

3.如有皮膚刺激感或發疹等過敏症狀時，應立即停
藥。 

 

 

Mydriatics and Cycloplegics 
Tropicamide C 

Mydrin-M ® 0.4%; 4 mg/ml,5ml/bot <EMYDRM> 

臨床適應症 

散瞳和睫狀肌麻痹 

劑量 

以診斷或治療為目的之散瞳 1 日 1 次，1 次 1~2 滴。
睫狀肌麻痺則每 3~5 分鐘點眼 2~3 次，1 次 1 滴 

不良反應 

眼壓增加/暫時性刺痛/複視/畏光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青光眼及狹隅角或前房較淺等導致眼壓上升
之病患(可能引發急性閉塞隅角青光眼之發作) 

 2.因會引起散瞳或睫狀肌麻痺，應告知投與本劑中之
病患在回復之前勿從事開車等危險性機械操作。亦
得使用墨鏡等方法避免直視太陽光線或強光。 

 

Tropicamide, Phenylephrine H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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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drin-P ® 0.5%,10 ml/bot <EMYDRP> 

-每 1ml 含 Tropicamide 5mg/ml,Phenylephrine HCL 

5mg 

臨床適應症 

散瞳和睫狀肌麻痹 

劑量 

散瞳通常 1 次 1~2 滴點眼，或 1 次 1 滴，每 3~5 分
鐘點 2 次。睫狀肌麻痺通常 1 次 1 滴，每 3~5 分鐘
點眼 2~3 次，上可依症狀適量增減。 

不良反應 

過敏/眼充血/眼壓上升/噁心嘔吐/血壓上升/頭痛/面
部潮紅 

警語/注意事項 

1.禁忌：青光眼及狹隅角或前房較淺等導致眼壓上升
之病患(可能引發急性閉塞隅角青光眼之發作) 

2.因會引起散瞳或睫狀肌麻痺，應告知投與本劑中之
病患在回復之前勿從事開車等危險性機械操作。亦
得使用墨鏡等方法避免直視太陽光線或強光。 

3.Phenylephrine 可能使高血壓、動脈硬化症、冠狀不
全等心臟疾病、甲狀腺機能亢進病患症狀惡化 

4.本品併用 MAOI 或 TCA 可能引起血壓急遽上升，應
在使用 MAOI 治療中和治療後 3 週內避免使用本品 

5.使用時請勿配戴隱形眼鏡 

 

Ocular Decongestants and Anti-Allergys 
Pemirolast PotassiumC 

Alegysal ® Oph.Solution 1 mg/ml, 5 ml <EALEG> 

臨床適應症 

過敏性結膜炎 

劑量 

通常 1 次 1 滴，1 天 2 次 

不良反應 

眼瞼炎/眼刺激感/結膜充血/眼瞼搔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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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點眼時藥液沾到眼瞼皮膚的話，請告知應立即拭去 

2.為防止藥液污染，請告知點眼時注意眼藥瓶口勿觸
及眼睛 

 

Flavine Adenine Dinucleotide,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Pyridoxine HCL,Taurine, Glycyrrhizate 

C 

Engene ® Eye Drop 10 ml <EENGE> 

-每 1ml含 Flavine Adenine Dinucleotide 0.5 mg,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0.2 mg, Pyridoxine 
HCL 1 mg,Taurine 5 mg,Glycyrrhizate 

臨床適應症 

眼睛疲勞，眼睛癢，暫時緩解因輕微眼部刺激所引起
不適 

劑量 

1 天 3~6 次，每次 1~2 滴點眼 

不良反應 

對眼用製劑之主要成分、防腐劑或其他賦形劑可能發
生過敏 

警語/注意事項 

1.以下情況應停藥立即就醫：連續使用 3 天症狀未解
除，使用後產生眼睛劇痛、眼力模糊或眼睛持續紅腫，
發生過敏反應，青光眼患者 

2.對眼用製劑之主要成分、防腐劑或其他賦形劑過敏
者不建議使用 

Miscellaneous 
Neostigmine MethylsulfateC 

Showmin ® eye drops 0.01%,0.1 mg/ml,10 ml 

<ESHOW> 

臨床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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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球肌肉症狀改善 

劑量 

每次二滴，一日三次，視症狀適宜增減 

不良反應 

使用本品時可能會產生瞳孔縮小、低眼壓、睫狀體痙
攣 

警語/注意事項 

本眼藥開封後，可儲存於室溫 25℃以下，保存一個
月。 

 

Renal And Genitourinary Agents 

Interstitial Cystitis Agents 
NitroxolineUnknown 

Nice® 100mg/tab <ONICE> 

臨床適應症 

尿道炎、膀胱炎、腎盂腎炎及其他泌尿道感染症 

劑量 

Adult :1 tab/ tid-qid 

Children : 5mg - 7mg/kg/qid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發燒 

注意事項 

孕婦及授乳婦慎用 

 

Impotence Agents 
Sildenafil CitrateB 

Viagra® 100mg/tab <OVIAG> 

臨床適應症 

成年男性勃起功能障礙 

劑量 

1 tab/ p.r.n. ; max: 1 tab/day  

服藥後約一小時會發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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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應 

頭痛/臉潮紅/消化不良/視覺異常 

注意事項 

1.服用後可能造成短暫視力異常及暈眩，避免駕車操
作機械 

2.不適用於女性，懷孕婦女若不慎誤食並不會影響胎
兒 

3.避免與有機硝酸鹽類(organic nitrates)併用，因為其
與硝酸鹽類皆能產生 NO 而同時具有降血壓效果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 

Alpha-Adrenergic Blockers 
AlfuzosinB 

Lafuzo XL® 10mg/tab <OLAFU> 

臨床適應症 

良性前列腺肥大 

劑量 

1tab/ hs. 

不良反應 

胃腸不適,頭痛,頭暈,姿勢性低血壓,心悸,心跳加速,嗜
睡,口乾,水腫 

注意事項 

1.整顆吞服勿嚼碎 

2.冠狀動脈功能不全者不應單獨使用本藥，若心絞痛
症狀復發或加重請停藥 

 

BunazosinC 

Detantol R® 3mg/tab <ODETA> 

臨床適應症 

高血壓 

劑量 

1tab/qd ; max: 3 tab/day 

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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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暈/失眠/耳鳴/姿勢性低血壓/心悸/胃腸不適/頻尿/

視力模糊/水腫/臉潮紅/呼吸困難 

注意事項 

1.肝腎功能障礙者慎用 

2.服藥後避免操作危險機械,產生眩暈/胸部不適/呼吸
困難等姿勢性低血壓症狀時請立即臥倒休息 

 

DoxazosinC 

Doxaben® 1mg/tab <ODOXA> 

Doxaben XL® 4mgtab <ODOXAXL> 

臨床適應症 

高血壓,良性前列腺肥大,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劑量 

4-8 mg/qd; max: 8mg/day 

不良反應 

姿勢性頭昏,疲勞,水腫,噁心,/頭痛 

 

Tamsulosin 

Harnalidge D® 0.2mg/tab <OHARND> 

Harnalidge® OCAS 0.4mg/tab<OHAROC> 

Tamso® 0.2mg/cap <OTAMS> 

臨床適應症 

前列腺肥大症（增生）所伴隨的排尿障礙 

劑量 

0.2-0.4mg/qd  

不良反應 

眩暈,頭痛,低血壓,肝機能障礙,昏厥,胃腸不適 

注意事項 

1.本藥為緩釋劑型，請勿將藥品咬碎服用 

2.併用降壓劑會造成姿勢性低血壓 

 

Terazosin 

Hytrin®2mg/tab <OHYTR> 

Tezopin® 2mg/tab<OTE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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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高血壓、良性攝護腺肥大 

劑量 

Initial lmg/hs，usual dose 1-5mg/day  

不良反應 

頭痛,頭昏,疲勞,心悸,呼吸急促等 

 

注意事項 

1.劑量需緩慢調增，若突然停藥，重新用藥時須從初
劑量開始調整 

2.避免與其它降壓藥一同服用 

 

Antiandrogen 
FinasterideX 

Proscar® 5mg/tab. <OPROS> 

臨床適應症 

良性前列腺增生 

劑量 

5mg/qd 

不良反應 

性功能障礙,胸部脹痛,臉唇腫脹,癢疹 

注意事項 

1.肝功能異常者慎用；服藥三個月以上方有療效，停
藥後藥效會維持一年才消失；服藥期間血清攝護腺
專一性抗體(PSA)值會降低，進行檢測前須先告知
醫師及醫檢師服用本藥 

2.孕婦及可能懷孕之婦女，不得接觸外層膜衣破損之
藥錠 

 

Bladder Spasm 
BethanecholC 

Dampurine ® 25mg/tab <OD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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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適應症 

麻痺性腸塞絞痛/迷走神經切斷手術後之胃弛緩及胃
內貯留症/手術後及產後等之尿閉症/腹部膨滿 

劑量 

25-50 mg/bid-qid 

不良反應 

抑鬱/腹部痙攣/胃腸不適/心跳加快/臉潮紅/血壓下降/

頭痛/出汗/氣喘/姿勢性低血壓/尿液逆流 

注意事項 

1.為避免胃腸道副作用的產生，建議飯前一小時或餐
後兩小時服用 

2.甲狀腺機能亢進/胃潰瘍/氣喘/心血管疾病/癲癇/帕
金森氏症/胃腸道泌尿道阻塞者禁用 

SolifenacinB 

Vesicare® 5mg/tab. <OVESI> 

臨床適應症 

對於膀胱過動症病人所伴隨之急迫性尿失禁/頻尿/尿
急之症狀性治療 

劑量 

Adult: 5mg/qd ; max:10mg/qd. 

Chuldren don’t use. 

不良反應 

口乾/便祕/視力模糊 

禁忌 

對本成份或其他組成過敏之患者/尿滯留患者/胃滯留
患者/未控制好的偶角性青光眼患者/重度腎功能障礙
或中度肝功能障礙使用 CYP3A4 強抑制劑 ex ; 

ketoconazole. 

 

Tolterodine L-tartrateC 

Detrusitol ®SR 4mg/cap. <ODETR> 

臨床適應症 

治療伴有急尿、瀕尿或急迫性尿失禁症狀的膀胱過動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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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4mg/qd. 

不良反應 

可能引起視力模糊、排尿不順、頻尿、便秘、腹瀉、
暈眩、思睡、胃部不適、口乾、乾眼症、頭痛等 

注意事項 

膠囊可打開分包，但不宜磨粉或嚼碎。 

 

Diuretics 

Thiazides 
IndapamideB 

Indap® S.R. 1.5 mg <OINDA > 

Millibar® 2.5mg/cap. <OMILL> 

臨床適應症 

高血壓 

劑量 

Edema: 2.5-5mg/day. 

Hypertension: 1.25mg/d , max: 5mg/day 

不良反應 

肌肉無力、尿酸值升高、頭痛、暈眩、噁心等 

注意事項 

1.嚴重肝腎功能異常/糖尿病/痛風者慎用；晨間服用
可避免夜間頻尿；可能產生低血鉀 

2.需整粒吞服不可咬碎 

禁忌 

無尿症/授乳婦/高鈣血症/嚴重腎功能不全 

 

TrichlormethiazideD 

Fluitran® 2 mg ® 2mg/tabOFLUIT > 

臨床適應症 

利尿、高血壓 

劑量 

Hypertension, ed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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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s: 1-4 mg/qd; max. 4 mg/day.  

Children > 6 mo : 0.07 mg/kg/qd-bid. 

不良反應 

肌肉無力,暈眩,頭痛,胃腸不適等 

注意事項 

須監測血中電解質(鉀離子)，若有輕度肌肉痙攣情形
請補充少量鹽分即可緩解；有糖尿病或痛風傾向之患
者可能會有糖或尿酸之代謝或排泄異常；BUN 值上
升便須停止服藥 

 

Loop Diuretics 
FurosemideC 

Rasitol ® 20mg/2ml/amp. <IRASI > 

Uretropic® 40mg ® 40mg/tab. <OURET > 

臨床適應症 

利尿、高血壓、急性肺水腫 

劑量 

IM, IV 

Pediatric: 1mg/kg/dose/q6-12h; max: 6mg/kg/dose 

Adults: 20-80mg/q1-12h 

Continuous IV infusion: 0.1mg/kg/hr; max: 0.4mg/kg/hr 

PO 

Pediatric: 1-2mg/kg/dose; max: 6mg/kg/dose (no more 

frequently than 6 hrs) 

Adults: 20-80mg/q6-q8h; max: 600mg/day 

不良反應 

Electrolyte imbalance, glycosuria, hyperglycemia, 

hypomagnesia, muscle spasms, weakness 

注意事項 

1.忌酸性溶液，必要時可以 NS, LR, D5W 調整 pH 值 

2.高劑量注射時，以不超過 4mg/min 之靜脈輸注速率
給藥。 

3.建議低鈉飲食，避免食用太鹹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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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motic Diuretics 
MannitolC 

Maniton® 200mg/ml 100ml/bot. <IMANI> 

臨床適應症 

利尿、降顱內壓、腦水腫、促進毒物之尿中排除、腎
小球過濾速率之測定（診斷用） 

劑量 

0.25-0.5g/kg/q4-6h, usual adults dose: 20-200g/24h 

不良反應 

Electrolyte imbalance, chest congestion, dry mouth, 

chills 

注意事項 

若貯存溫度太低或冬季時，有時會產生結晶，此時可
用 40-50℃的水浴法加溫，溶解後即可注射用 

 

Potassium-Sparing Diuretics 
SpironolactoneC 

Aldactin ® 25mg/tabOALDA > 

臨床適應症 

利尿、高血壓、原發性醛類脂醇過多症 

劑量 

Edema:  

Adults, initially, 25-200 mg/day for at least 5 days;  

Pediatric, 3.3 mg/kg/day. 

Hypertension: 25-100 mg/day.  

Diuretic-induced hypokalemia: 25-100 mg/day.  

Primary hyperaldosteronism: 100-400 mg/day. 

不良反應 

皮疹、癢、呼吸急促、心悸等 

注意事項 

1.服藥必須持續兩週以上才會產生治療效果；不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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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鉀補充劑併用以避免產生高血鉀 

2.急性腎疾患/腎功能損壞/無尿症或高血鉀症患者禁
用 

 

Respiratory Agents 

Antihistamines 
ChlorpheniramineC 

  Chlorpheniramine®4mg/tab OCHLO> 

臨床適應症 

緩解過敏性鼻炎，枯草熱所引起之相關症狀(流鼻水、
打噴嚏、眼睛及喉部搔癢)及過敏所引起之搔癢、皮
膚癢疹。預防或緩解暈車、暈船、鑽機所引起之頭暈、
噁心、嘔吐、頭痛。 

劑量 

一般成人劑量:4mg q4h-q6h.max:24mg/day. 

一般兒童劑量:0.0875mg/kg 或每平方公尺體表面積
2.5mg,視需要每 6 小時一次 

6-12 歲兒童: 2mg tid-qid.max:12mg/day. 6 歲以下的兒
童不宜使用 

不良反應 

嗜睡、口乾、鎮靜、低血壓、心悸、尿滯留 

警語/注意事項 

服藥後避免操作危險機械 

外觀標記 

Chlorpheniramine ®：白色圓錠，009 

 

CyproheptadineB 

Cyprodin ®4mg/tab<OCYPRO> 

臨床適應症 

蕁麻疹、過敏性皮膚炎、接觸性皮膚炎、濕疹、藥物
疹、皮膚搔癢症、鼻炎、過敏性氣喘、枯草熱 

劑量 

Adult：initial 4 mg/q8h, usual dose range: 12-16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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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in 3-4 divided doses. 

Max. 32 mg/d.  

Pediatric,  

2-6 yrs, 2 mg/q8-12h. Max. 12 mg /day.  

7-14 yrs, 2 mg/q6-8h. Max. 16 mg/day. 

不良反應 

嗜睡、暈眩、口乾、噁心、皮疹、幻視 

警語/注意事項 

服藥期間避免操作危險機械 

外觀標記 

Cyprodin ®：白色圓錠，十字/JCP 

 

DesloratadineC 

  Denosin®5 mg/tab <ODENO> 

臨床適應症 

季節性過敏性鼻炎引起的相關症狀，緩解慢性原發性
蕁麻疹相關症狀。 

劑量 

5 mg/qd. 

肝腎功能不全的病人 5mg/q.o.d 

不良反應 

咽頭炎、口乾、嗜睡 

警語/注意事項 

服藥期間避免操作危險機械 

外觀標記 

Denosin®：白色圓形膜衣錠； L.O./33 

 

DiphenhydramineB 

  Diphenhydramine ® 30mg/ml/amp. <IDIPH> 

臨床適應症 

皮膚疾患(濕疹、皮膚炎)枯草熱、過敏性鼻炎、急性
鼻炎、血管神經性鼻炎。 

劑量 

IV or deep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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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s: 10-50 mg q2-3h; max. 400 mg/day.  

Children: 5 mg/kg/day in 4 doses; max: 300 mg/day. 

不良反應 

倦怠、神經過敏、頭痛、口渴 

警語/注意事項 

服藥後需開車或操作機械的人請小心。 

腎功能不全者應延長給藥間隔(interval) 

 

DimenhydrinateB 

  Dramine ® 50mg/ml/amp.<IDRAM> 

臨床適應症 

伴有噁心、嘔吐、眩暈的暈動病及美尼攸氏症及手術
後噁心、嘔吐。 

劑量 

1-3 amp/day. Max:300mg 

不良反應 

嗜睡、眩暈、口乾 

警語/注意事項 

投予後避免操作危險機械 

Diphenhydramine+Vit.B6 + Calcium 

bromideUnknown 

Venacalo B6 ® 5ml/amp <IVECB6> 

臨床適應症 

氣喘、過敏性鼻炎、蕁麻疹、皮膚炎、藥物過敏症、
皮膚搔癢症。 

劑量 

Adult:IV 5 ml 

不良反應 

Dizziness, drowsiness, impaired reactions, 

antimuscarinic effects, muscular weakness 

警語/注意事項 

1.投予後需開車或操作機械的人請小心 

2.禁忌:青光眼患者/前列腺肥大患者 

3.偶有暫時性血壓低下，需緩慢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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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xofenadineC 

  Fexofenadine ®60mg/tab <OFEXO> 

臨床適應症 

緩解成人及 6 歲以上之兒童的季節性過敏性鼻炎及
慢性自發性蕁麻疹相關症狀。 

劑量 

Adult: 60mg/bid or 180mg/qd 

6-11 yr Child:  30 mg/bid. 

Renal impairment : 30 mg/qd 

不良反應 

噁心、胃部不適、頭痛、疲倦、嗜睡 

警語/注意事項 

服藥後請勿操作危險機械 

外觀標記 

Fexofenadine ®：淡紅橙色橢圓形錠；CCP/138 

 

HomochlorcyclizineUnknown 

  Homoclomin® 10mg/tab  <OHOMO> 

臨床適應症 

一般過敏性發疹、急、慢性濕疹、皮膚搔癢症、特異
性皮膚炎、皮膚炎、藥疹、支氣管氣喘 

劑量 

10-20mg/tid. 

不良反應 

噁心、胃部不適、排尿困難、頭痛、疲倦、嗜睡 

警語/注意事項 

1.服藥後請勿操作危險機械。 

2.青光眼/前列腺肥大患者禁用（由於抗 choline 作
用）。 

3.懷孕中使用之安全性還未確定，因此孕婦或有可能
懷孕之婦人最好不要使用。 

外觀標記 

Homoclomin®：白色圓錠；H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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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ocetirizineB 

 Xyzal® F.C. 5mg/tab <OXYZA> 

Levozine® F.C. 5mg/tab <OLEVO> 

臨床適應症 

成人及六歲以上孩童因季節性過敏性鼻炎、常年性過
敏性鼻炎、慢性蕁麻疹引起的各種過敏徵狀 

劑量 

5 mg/qd 

不良反應 

口乾、頭痛、疲勞、嗜睡、無力、鼻炎、咽喉炎、腹
痛，偏頭痛等 

警語/注意事項 

Dosage should be reduced by 50%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renal dysfunction  

外觀標記 

Xyzal® F.C. ：白色橢圓錠；Y 

Levozine® F.C.：白色橢圓錠；STD/293 

 

MizolastineC 

  Mizollen® 10mg/tab<OMIZO> 

臨床適應症 

適用於成人、１２歲及１２歲以上小兒的季節性過敏
性鼻結膜炎（乾草熱），常年的過敏性鼻結膜炎及蕁
麻疹的症狀治療。 

劑量 

10 mg/qd 

不良反應 

口乾、頭痛、疲勞、嗜睡、咽喉炎、腹痛 

警語/注意事項 

由 CYP 3A4 代謝，需注意交互作用 

外觀標記 

Mizollen®：白色橢圓錠；MZ,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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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udoephedrine 240mg＋Loratadine 10mgB 

LoraPseudo®  24H SR F.C. 240/10mg /tab<OLORAP> 

臨床適應症 

治療與紓解季節性過敏性鼻炎症狀。 

劑量 

1tab/QD 

不良反應 

頭痛、嗜睡、神經過敏、昏眩、疲勞、噁心、厭食、
口乾、心跳過速 

警語/注意事項 

整粒吞服，服藥後需開車或操作機械的人請小心 

外觀標記 

LoraPseudo® 24H SR F.C.：白色橢圓錠；CYH/LP24H 

 

Antitussives and Expectorants 
BenproperineC 

Benkorine® 20mg/tab <OBENK> 

臨床適應症 

鎮咳 

劑量 

1tab/tid 

不良反應 

嗜睡、眩暈、食慾不振、腹痛、口渴 

外觀標記 

Benkorine ®：白色圓形素錠；/；+ 

 

BromhexineC 

Bicodin® 8 mg/tab < OBICO> 

臨床適應症 

氣管炎支氣管炎、支氣管炎性氣腫、支氣管擴張所致
之喀痰困難症、支氣管氣喘及氣喘性肺支氣管疾患之
治療。 

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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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abs/tid 

不良反應 

心悸、噁心、食慾不振、胃部不快感、腹痛、頭痛、
血痰 

警語/注意事項 

1.對於妊娠中之投與其安全性尚未確立 

2.神經質患者服用後，喀痰量增多，會有不安的情形 

3.長期連續大量投與，會有 Transaminase 上升的情
形。 

4.禁忌症：特發性肥大性大動脈瓣下狹窄症之疾患。 

5.有下列症狀之患者，必須慎重投與:狀動脈疾患, 甲
狀腺機能亢進, 鬱血性心不全, 糖尿病, 高血壓, 

高血壓 

外觀標記 

Bicodin®：淡橙色圓形扁平狀素錠 

 

Bromelain 20000 U + L-cysteine 20 mgunknown 

Broen-C ® 20 mg/tab < OBROE > 

臨床適應症 

手術後及外傷後腫脹之緩解、副鼻腔炎、乳房鬱積、
呼吸器疾患隨伴喀痰喀出困難、氣管內麻醉後之喀痰
喀出困難、痔核 

劑量 

PO, Initial 2 tab/QID; maintenance, 1 tab/QID. 

不良反應 

Nausea,Vomitting, diarrhea, metrorrhagia, menorrhagia, 

hypersensitivity 

警語/注意事項 

1.遇有消化器官潰瘍，重症的肝、腎機能障碍或血液
凝固機能不全時，不可使用本劑。 

2.本劑宜吞服，不可嚼碎。 

外觀標記 

Broen-C ®：黃色圓形扁球狀腸溶錠；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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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zonatateC 

Zcough® 100 mg/soft cap< OZCOU > 

臨床適應症 

解除咳嗽症狀。 

劑量 

PO, adult 100-200 mg/tid. Max. 600 mg/day. 

不良反應 

鎮靜、頭痛、輕微眩暈、癢感、發疹、噁心、腸胃不
適 

警語/注意事項 

1.若膠囊於口中崩解，主成分之釋出會使口腔黏膜產
生短暫之局部麻醉而可能有梗塞感；因此本藥不可
咀嚼而需要直接吞服。 

2.十四歲以下兒童及吞嚥困難者不得使用。 

外觀標記 

Zcough®：淡黃色圓形球狀軟膠囊(油液) 

 

Dextromethorphan HBr unknown 

Delcopan® S.R. 60mg/tab < ODELC > 

臨床適應症 

鎮咳。 

劑量 

1~2tabs/bid 

不良反應 

嗜睡、暈眩、腸胃不適 

警語/注意事項 

(1) 請勿嚼碎。 

(2) 服用本藥請避免葡萄柚汁及酒精性飲料。 

(3) 本藥會引起頭暈，嗜睡，請避免開車或操作機械。 

(4) 本藥不適用於氣喘或肝受損者。 

外觀標記 

Delcopan S.R. 60mg/tab®：淡橙色橢圓形膜衣錠 

 

Dextromethorphan 20mg HBr +Potas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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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solsulfonate 90mg+ Lysozyme Chloride 

20mgunknown 

Romicon-A ®< ODELC > 

臨床適應症 

鎮咳、袪痰。 

劑量 

1tab/tid 

不良反應 

發疹、噁心、嘔吐、食慾不振、暈眩 

警語/注意事項 

(1) 懷孕婦女、疑似懷孕婦女及哺乳婦女，應避免服
用 (2) 本品因含有相當於劇藥之成份，請嚴格遵守規
定之用法用量。(3) 請勿與其他鎮咳袪痰藥、或鎮靜
藥、MAOI 類抗憂鬱劑併服。(4) 服用本品時，若有
嗜睡之情形，請勿駕駛車輛或操作機械。 

外觀標記 

Romicon-A ®：白色長圓柱形膠囊；淺藍色標記；
G-4776/G4776 

 

Codeine Phosphate + dl-Methylephedrine 

Hdrochloride +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 

Potassium Guaiacolsulfonate + Platycodon Fluid 

ExtractC 

 

Codin-P® syrup 120ml/bot (管四) < OCODI > 

臨床適應症 

鎮咳、袪痰（咽喉炎、感冒引起之咳嗽、喀痰） 

劑量 

一次量為未滿 2 歲 1ml 以下，2~3 歲 2ml，4~6 歲
3ml，7~11 歲 4ml，12~14 歲 5ml，15 歲以上成人
10ml，1 日服用三次。 

不良反應 

躁動及睡眠困難、暈眩、嗜睡、噁心嘔吐及胃痛、口
乾、倦怠感、視覺模糊、便秘、小便困難、心跳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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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早產兒、1 歲以下嬰兒及 1～2 歲幼兒，不建議使
用。 

2.孕婦及授乳婦不建議自行使用。 

3.下列病患勿服用含抗組織胺本類藥品：青光眼、肺
氣腫、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因前列腺腫大引起
之排尿困難等。 

 

Bronchodilators 

Sympathomimetics-Beta-2 Agonist  
BambuterolB 

  Bamrol®10mg/tab<OBAMR> 

臨床適應症 

支氣管氣喘 

劑量 

Adults: 10-20 mg/hs. 

不良反應 

震顫、頭痛、心悸 

警語/注意事項 

1.All beta-agonists are used with caution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orders ,hyperthyroidism, DM, or 

convulsive disorders. 

2.大部分經由腎臟排出，對於具有嚴重腎功能不全的
患者，其起始劑量應予以減量。 

外觀標記 

Bamrol®：白色長圓柱形錠劑；B14/SC 

 

FenoterolB 

Fenoterol® 2.5mg/tab<OFENOT> 

臨床適應症 

支氣管氣喘、閉塞性支氣管炎、慢性支氣管炎、肺氣
腫、併有支氣管痙攣之肺－支氣管疾患與嬰兒之支氣
管痙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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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Adults: 2.5mg/ tid. 

Pediatric 1-3 yrs : 1.25-2.5 mg/tid 

Pediatric 3-10 yrs : 2.5 mg/tid 

不良反應 

手顫抖、心搏過速、心悸、低血鉀 

警語/注意事項 

1. 肥大之阻塞性心肌病 (hypertrophic obstructive 

cardiomyopathy) ， 心跳過速之心律不 整及對
fenoterol hydrobromide 過敏者為禁忌。 

2. 正 以 單 胺 氧 化 酶 抑 制 劑 (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或三環抗憂鬱劑(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治療的病人，使用 beta 腎上腺素致效劑作用藥應謹
慎，因為可能加強 beta 腎上腺素致效劑作用。 

外觀標記 

Fenoterol®：白色圓扁形錠；YSP/69 

 

ProcaterolUnknown 

Meptin-Mini ® 25mcg/tab<OMEPT> 

臨床適應症 

支氣管氣喘、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之氣道閉塞性障
礙 

劑量 

Adults: 50-100mcg/bid. 

Pediatric: 25-50mcg/bid. 

不良反應 

可能會引起心跳加速、心悸、微顫、緊張、頭痛，頭
暈、興奮、咳嗽、噁心，嘔吐，或發汗等 

警語/注意事項 

All beta-agonists are used with caution in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orders , hyperthyroidism, DM, or 

convulsive disorders. 

外觀標記 

Meptin-Mini ®：白色圓形素錠；O/G: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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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xanthines 
AminophyllineC 

Aminophylline® Inj 250mg/10ml /vial < IAMINOP > 

Aminophylline® 100mg/tab < OAMI100 > 

臨床適應症 

氨基非林注射液:心因性支氣管氣喘及支氣管痙攣。 

氨基非林錠:氣喘及支氣管痙攣。 

劑量 

PO: 1 tab bid 

IV: loading dose 6mg/kg given over 20 min 

Maintenance dose: 

Aminophylline maintenance infusion rate (mg/kg/hr) 

Patient group First 12 hrs 
Beyond 12 

hrs 

Neonates to infant 6 months Not  recommended 

Children 6 months to 9 years 1.2 1 

Children age 9 to 16 & young 

adult smoker 
1 0.8 

Otherwise healthy non smoker 

adult 
0.7 0.5 

Older patients and those with 

corpulmonale 
0.6 0.3 

Patients with CHF, liver 

disease 
0.5 0.1 - 0.2 

不良反應 

頭痛、噁心、神經質、胃痛、嘔吐、無法入眠、腹瀉、
頭暈、臉頰潮紅、無食慾、異常呼吸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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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本藥與其他 Xanthine 類合用時會增加毒性副作用。 

2.Propranolol 與本藥合用時，其療效會被拮抗。同時
也抑制本藥的支氣管擴張效果。 

3.Theophylline 會通過胎盤障壁導致在新生兒血清內
之濃度過高而具潛在之危險性，孕婦使用本藥應監
視 Theophylline 的毒性徵侯。 

4.IV infusion：濃度不可超過 25 mg/mL；最大給藥速
率不可超過 0.36 mg/kg/minute，且不可超過 25 

mg/minute。注射液必須為澄清透明才可給藥。 

外觀標記 

Aminophylline®：白色圓凸形錠劑,標記 JCP/L23 

 

Theophylline sodium glycinate 200mg & Guaifenesin 

100mgC 

Recalm®  200/100mg/tab < ORECA > 

臨床適應症 

急慢性支氣管炎、氣喘性支氣管炎、支氣管性氣喘
或其他慢性呼吸器疾患所引起之咳嗽、喀痰、支氣
管痙攣或呼吸困難等症狀之緩解。 

劑量 

1 tab/tid- qid 

不良反應 

腸胃不適、頭痛、失眠、心悸、呼吸窘迫、血糖升高 

警語/注意事項 

1.胃潰瘍、隱性抽搐疾病患者. MAOI therapy 為使用
禁忌。 

2.避免併服葡萄柚汁。 

外觀標記 

Recalm®：綠色圓形扁凸狀素錠；/ 

 

TheophyllineC 

Uniphyllin® 400mg/tab < OUNIP > 

臨床適應症 



 

 

580 

 

氣喘及支氣管痙攣。 

劑量 

Adult：200mg/bid，再依治療反應將劑量調整至 300 

mg 或 400 mg。 

Pediatric：16-20 mg/kg/day。 

不良反應 

hyperuricaemia、anxiety、insomnia、dizziness、
headache、palpitations、abdominal pain、diarrhoea 

警語/注意事項 

1.本藥品為持續釋放錠，需整錠吞服，不能咀嚼或
咬碎。 

2.呲咯紫質沉著症(prophyria)。對 xanthine 類或本藥
品任一成分過敏者為使用禁忌。 

3.Theophyllin 不建議作為治療兒童氣喘的首選藥物。
本品不適合處方予 6 歲以下的小孩。 

4.Xanthines 會加強因 β-agonist 治療、類固醇、利尿
劑及缺氧所引起之低血鉀作用。需住院的嚴重氣
喘患者應給予特別照顧，並建議監測其血鉀濃
度。 

5.患者若有心臟病、胃潰瘍、甲狀腺機能亢進、嚴
重性高血壓、肝臟機能不全、慢性酒精中毒或急
性熱病，服用本品時應謹慎。 

6.年長男性若有部份尿道阻塞，如前列腺腫大者，
因有尿滯留的風險，使用本藥品時應謹慎小心。 

外觀標記 

Uniphyllin®：白色橢圓錠；UNIPHYLLIN/U400；NAPP  

 

Mucolytics  
AmbroxolUnknown 

Ambroxol® 30 mg/tab < OAMBRO > 

臨床適應症 

袪痰 

劑量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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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s: 30 mg/bid-tid.  

Children > 10 yr: 30 mg/bid-tid;  

5-10 yr: 15 mg/bid-tid;  

< 2 yr : 7.5 mg/bid. 

不良反應 

腸胃道不適、過敏 

外觀標記 

Ambroxol®：六角形白色錠；SP，139/︱ 

 

AcetylcysteineB 

Fluimucil A®  600 mg /tab< OFLUI> 

臨床適應症 

袪痰 

劑量 

PO, 1 tab/qd~bid 

不良反應 

噁心、腸胃不適 

警語/注意事項 

1.年紀大的人及氣喘患者要慎重，若發生支氣管痙
攣的現象，請停止用藥。 

2.服用本藥可能會使得支氣管分泌物增加，必要時
最好利用機械吸附器，保持咳嗽舒暢。 

3.此藥為發泡錠，需先溶解於水中再吞服。 

4.內含 Aspartame，苯酮尿患者不宜使用。 

外觀標記 

Fluimucil A®：白色圓錠 

 

Nasal Decongestants 
DL-Methylephedrine HCLC 

DL-Methylephedrine®25mg/tab < ODLME> 

臨床適應症 

支氣管氣喘、蕁麻疹、鼻炎等過敏性病症、咳嗽、
支氣管炎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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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 

PO, 25-50 mg/tid. 

不良反應 

心悸、失眠、頭痛、噁心、腹脹。 

警語/注意事項 

甲狀腺機能亢進、高血壓、心疾患、糖尿病、狹角
青光眼患者慎重投與。 

外觀標記 

DL-Methyephedrine®：白色圓形扁平狀素錠；︱ 

 

Respiratory Inhalant Products 
BudesonideB 

 Pulmicort Turbuhaler® 200mcg/ dose,100 doses 

<EPULM> 

 ulmicort Nasal Aqua® 64mcg/dose,120 

doses<EPULMN> 

臨床適應症 

Pulmicort Turbuhaler®支氣管氣喘。 

Pulmicort Nasal Aqua® 季節性及經年性鼻炎、血管
性鼻炎及治療鼻息肉的相關症狀。 

劑量 

Pulmicort Turbuhaler®：200~1600 mcg，分 2~4 次吸
用。 

Pulmicort Nasal Aqua®：成人及大於 6 歲之兒童：
建議之起始劑量為 256µg/天。此劑量可在每天早晨 

1 次給藥，或在早、晚分成 2 次給藥使用。 

不良反應 

喉嚨不適/咳嗽/聲音嘶啞/緊張不安/憂鬱/咽喉念珠菌感
染 

警語/注意事項 

1.孩童使用本藥可能造成生長速度降低；患有水痘
時需特別照護；孕婦慎用 

2.Cimetidine 可能會抑制本藥的肝臟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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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後須漱口。 

 

Budesonide + FormoterolC 

  Symbicort Turbuhaler® 

160/4.5mcg/dose,19.74mg,120dose <ESYMB> 

臨床適應症 

氣喘。適合使用類固醇及長效 beta 2 作用劑(beta 

2-agonist)合併治療的支氣管氣喘。慢性阻塞性肺部
疾病(COPD):患有較嚴重之慢性阻塞肺疾(FEV1 少
於預測值之 50%)及有反覆惡化病史，已定期使用長
效型支氣管擴張劑，而仍有嚴重症狀病患之治療 

 

劑量 

一天 2 次，每次吸用 1 dose 

不良反應 

頭痛/心悸/顫抖/口咽念珠菌感染/喉嚨嘶啞/暈眩/激
動/不安/睡眠障礙/皮疹/搔癢 

警語/注意事項 

1.孕婦及授乳婦/患有甲狀腺毒症/嗜鉻細胞瘤/糖尿
病/低血壓/重度高血壓/嚴重心血管疾病者慎用 

2.使用本品後須漱口 

 

Salmeterol + FluticasoneC 

Seretide Accuhaler® 250mcg/60dose/bot<ESERE> 

臨床適應症 

Seretide 適用於可逆性呼吸道阻塞疾病之常規治療，
包括適合使用支氣管擴張劑及皮質類固醇組合療法
之患有氣喘的兒童與成人。 

劑量 

一天 2 次，吸用 1 dose 

不良反應 

震顫/心悸/頭痛/心律不整/關節痛/肌肉痙攣/皮疹/水
腫/口咽炎/聲音嘶啞 

警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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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肺結核患者/孕婦及授乳婦慎用；本藥不得用於緩
解急性症狀 

2.使用本品後須漱口 

 

Ipratropium Bromide 0.2 mg/ml, Salbutamol Sulfate 

1 mg/ml/AmpC 

  Besmate® 0.2/1mg/amp <EBESM> 

臨床適應症 

用於治療阻塞性呼吸道疾病併發的可逆性支氣管痙
攣，需要一種以上支氣管擴張劑治療者。 

 

劑量 

吸入劑，1 天 3-4 次 

不良反應 

震顫,心悸,頭痛,心律不整,皮疹,水腫,口咽炎,聲音嘶
啞 

警語/注意事項 

腎上腺刺激藥物會增加作用 

 

TiotropiumC 

  Spiriva ® 2.5mcg/puff, 60puff/bot < ESPIRI> 

臨床適應症 

慢性阻塞性肺疾(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及肺氣腫)之維
持治療及降低惡化。適用於已接受吸入性皮質類固
醇(每日劑量相當於≥800μg budesonide)與長效 β2 促
進劑(agonist)而仍未控制症狀，且過去一年發生一次
或以上嚴重惡化之成人支氣管氣喘患者，作為維持
性支氣管擴張劑附加治療。 

劑量 

每日一次，每次定時按二次噴藥，相當於 tiotropium

每日 5 微克 

不良反應 

口乾、咳嗽、喉嚨不適 

警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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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初次使用算起，最多只能用 3 個月，即使藥液尚
未用完，也應丟棄，不可再使用。 

2.為每日一次的維持性支氣管擴張劑，不可用於急性
支氣管痙攣的最初治療，亦即不可用於急救治療，亦
不得用以緩解急性症狀。 

 

Ipratropium 20 mcg + Fenoterol 50 mcgC 

Berodual N metered Aerosol ® <EBERO> 

臨床適應症 

支氣管痙攣之預防和治療 

劑量 

一天 2 次，吸用 1 dose，視病情再調整劑量 

不良反應 

震顫/心悸/頭痛/心律不整/皮疹/水腫/口咽炎/聲音嘶
啞 

警語/注意事項 

使用本品後須漱口 

 

Beclomethasone 100 mcg + Formoterol 6 

mcgUnknown 

  Foster® 100/6mcg/dose <EFOST> 

臨床適應症 

氣喘: Foster 適用於需規律使用吸入型皮質類固醇與
長效 beta 2 致效劑合併治療的氣喘病患。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 患有較嚴重之慢性阻塞性
肺病(FEV1 少於預測值之 50%)及有反覆惡化病史，
已定期使用長效型支氣管擴張劑，而仍有明顯症狀病
患之治療。 

劑量 

一天 2 次，每次吸入 1 或 2 劑。上限為 1 天 4 

劑。 

不良反應 

震顫,心悸,頭痛,心律不整,皮疹,水腫,口咽炎,聲音嘶
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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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注意事項 

1.不建議未滿 18 歲的兒童與青少年使用 Foster。 

2.必須謹慎使用 Foster 的患者，包括：甲狀腺毒症、
糖尿病、嗜鉻細胞瘤，與未治療的血鉀過低症。 

3.對於罹患下列疾病的患者，使用 Foster 時應特別
小心：心律不整、原發性主動脈瓣下狹窄、阻塞性
肥厚心肌症、嚴重心臟病、阻塞性血管疾病。 

4.每次吸入後，患者應以清水沖洗口腔或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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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iplastin ....................... 365 

Acarbose ............. 97, 534 

Aceclofenac .............. 243 

Acemetacin ....... 224, 242 

Aceo .......... 224, 242, 243 

Acerine ............. 514, 570 

Acetaminophen239, 283, 305 

Acetylcysteine .. 227, 607 

Aclasta107, 110, 526, 527 

Acne Preparations .... 442 

Acrinol ...................... 449 

Actilyse ............... 62, 501 

Activated charcoal .... 405 

Acure ........................ 442 

Acyclovir ... 198, 199, 216 

Adalat OROS224, 410, 411 

Adenocor .......... 407, 408 

Adenosine ................. 493 

Adrenortical Steroids 538 

Adriblastina ...... 373, 374 

Akinfree ............ 272, 273 

Alanine L Aspartic acid 

L Glutamic acid L 

Proline L Serine L 

Glycine ................. 552 

Alcos-anal ................. 443 

Aldactin .................... 592 

Aldactin ............ 228, 592 

Alegysal .................... 582 

Alendronic acid  

Colecalfero1 . 227, 525 

Alepan ...................... 297 

Aleviatin ................... 265 

Alfuzosin .......... 229, 586 

Alginic acid ............... 471 

Algitab(Topaal) ......... 471 

Alimta ............... 172, 373 

Alkantin .................... 471 

Alkylating Agents ...... 364 

Allopurinol ........ 549, 550 

All-Right ....................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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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Beta-Blockers . 427 

Alpha-Glucosidase 

Inhibitor ............... 534 

Alprazolam ................ 407 

Aluminium ................ 445 

Aluminum hydroxide 471 

Alverine Citrate . 475, 476 

Alzheimer’s agents ... 277 

Ambroxol .................. 607 

Amikacin ................... 321 

Amikacin Sulfate ....... 321 

Amilo ........................ 410 

Aminfec .................... 321 

Amino acid ................ 551 

Aminoglycosides ....... 321 

Aminophylline233, 604, 605 

Aminoplasmal hepa .. 551 

Amiodarone HCl ....... 408 

Amiparen .................. 553 

Amlodipine ............... 435 

Amlodipine Besylate410, 435 

Amoxicillin 191, 306, 307 

Amoxycillin224, 306, 307, 308 

Amoxycillin Trihydrate306 

Ampicillin .......... 191, 309 

Amtrel ...................... 429 

Anastrozole ....... 161, 379 

Androgen Hormone .. 523 

Anexate .... 209, 403, 404 

Anformin .. 224, 229, 535 

Angidil ...................... 414 

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Antagonists .......... 432 

Angiotensin-Convertin

g Enzyme Inhibitors429 

Ansures ............. 224, 535 

Antacid Antiflatulents470 

Antiadrenergic 

Sympatholytics .... 422 

Antiandrogen ............ 588 

Antiarrhythmic Agent407 

Antibiotics ................ 373 

Anticholinergics272, 475,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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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holinergics and 

antispasmolytics .. 475 

Anticoagulants .......... 494 

Anticonvulsants ........ 265 

Antidiabetic agents ... 529 

Antidotes .......... 209, 401 

Antifugals .................. 345 

Antigerm ................... 450 

Antigonadodotropic . 522 

Anti-Hemorrhoid 

Agents .................. 443 

Anti-Herpetics .......... 348 

Antihistamines .. 314, 592 

Antihyperlipidemic 

Agents .................. 435 

Anti-Infective Agents 445 

Anti-Influenzas.......... 349 

Antimetabolites ........ 369 

Antimicrobials........... 306 

Antimitotic agents .... 376 

Antineoplastic agents364 

Antiparkinson ........... 271 

Antiplatelet agents ... 502 

Anti-Pruritus ............. 448 

Antiseptics and 

Germicides ........... 449 

Antitussives and 

Expectorants ........ 598 

Antityroid Agents ..... 543 

Antiulcer ................... 481 

Antivirals ................... 351 

Anxicam ............ 294, 295 

Anxolipo ........... 436, 437 

Anxotos .................... 536 

Apo-Capto ................ 430 

Aprepitant ................ 260 

Arcoxia...................... 243 

Arginine vasopressin 545 

Aricept ...................... 277 

Arimidex ... 161, 379, 380 

Aromasin .......... 161, 380 

Ascofen ............. 243, 244 

Aspartic acid L .......... 552 

Aspirin58, 60, 61, 224, 499, 502, 503, 505,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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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naal ..... 224, 410, 411 

Atenolol .................... 424 

Atopic Dermatitis ...... 453 

Atorvastatin ...... 407, 436 

Atracurium Besylate . 259 

Atropine ... 264, 476, 477 

Augmentin191, 224, 306, 307, 308 

Avastin .............. 180, 385 

Avelox ....................... 339 

Avelox ............... 207, 339 

Averine ............. 475, 476 

B 

Baktar ....................... 321 

Bambec ............. 602, 603 

Bambuterol .............. 602 

Bamrol .............. 602, 603 

Baraclude .. 200, 351, 352 

Beclomethasone210, 612 

Beenrone .......... 548, 549 

Befon ........................ 279 

Benazepril Amlodipine 

besylate ............... 429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 585 

Benkorine . 225, 234, 598 

Benzbromarone ........ 548 

Benzonatate ..... 234, 600 

Berodual N ............... 611 

Berodual N metered 

Aerosol................. 611 

Besmate ................... 610 

Beta-Blockers .... 424, 427 

Betamethasone ........ 538 

Betamethasone 

Disodium 

Phosphate ............ 538 

Bethanechol ............. 588 

Betoptic-S ................. 579 

Bevacizumab ............ 180 

Bicalutamide ..... 181, 381 

Bicodin .............. 598, 599 

Bifonazole ......... 445, 446 

Biguanides .......... 96, 535 

Binin-U .............. 289,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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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asmin ................ 487 

Biodiatase Biodiasmin  

Thiamine Riboflavin 

Cellulase 5mg ....... 487 

Biodiatase Biodiasmin  

Thiamine Riboflavin 

Cellulase 5mg GI 

Stimulants ............ 487 

Biodyne..................... 449 

Biogen....................... 487 

Biologic and 

immunologics 

agents .................. 395 

Biphasic insulin aspart529 

Bipiden ..................... 272 

Bisacodyl........... 225, 490 

Bisadyl ...... 225, 489, 490 

Bisoprolol ................. 425 

Bisphosphonates109, 525 

Bladder Spasm .......... 588 

Blopress ......................... 433 

Bokey ................ 502, 503 

Bonviva ............. 110, 528 

Bosmin .............. 420, 421 

Brenco ...................... 603 

Brilinta ........ 61, 505, 506 

Broen-C .... 225, 599, 600 

Bromelain ......... 225, 599 

Bromhexine .............. 598 

Bromocriptine .......... 103 

Bronchodilators ........ 602 

Budesonide ...... 608, 609 

Bunazosin . 226, 422, 586 

Bupivacaine HCL ....... 257 

Burn Preparations .... 454 

Buspan ...................... 479 

Butenafine HCl ......... 447 

Buwecon ................... 478 

C 

CaCl2 ........................ 563 

Calcitonin.................. 545 

Calcium bromide ...... 595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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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ium Chloride558, 559, 560, 566 

Calcium chloride 

Glucose555, 556, 563, 567 

Calife ......... 383, 402, 403 

Candesartan ............. 432 

Capecitabine ............. 166 

Carbamazepine ........... 44 

Carbapenem193, 327, 335 

Carbomix .......... 209, 405 

Carbonic Anhydrase 

Inhibitors.............. 577 

Carboplatin ............... 162 

Cardiac Glycosides .... 406 

Cardiovascular Agents406 

Cardizem Retard225, 413, 414 

Carlatrend ................. 427 

Carvedilol.................. 427 

Casodex ......................... 381 

Cataracts ................... 574 

Catilon ...................... 480 

Cefa .......................... 312 

Cefazolin ................... 312 

Cefdime .................... 317 

Cefepime .......... 318, 319 

Cefepin ..................... 319 

Cefim ........................ 319 

Cefixime ............ 192, 317 

Cefpirome ................. 319 

Cefspan ............. 317, 318 

Ceftazidime .............. 317 

Ceftriaxone ....... 192, 318 

Celebrex ................... 244 

Cellulase 5mg ........... 487 

CenZoft ............. 303, 304 

Cephalexin ................ 313 

Cephalosporins191, 312, 315, 316, 318 

Cephradine ............... 314 

Cephradine 

Monohydrate ....... 314 

Cepiro ....................... 319 

Cetazone .................. 315 

Cetuximab ................ 172 

Cexitin .............. 315, 316 

Champix............ 305,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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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hexidine ........... 449 

chlorpheniramine ..... 601 

Chlorpheniramine583, 592, 593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 583 

Chlorzoxazone 

Acetaminophen 

300mg .................. 283 

Cholinesterase 

inhibitor ............... 277 

Ciflogen .................... 336 

Cilastatin ........... 327, 328 

Cilostazol .................... 59 

Cimetidine ................ 609 

Cipram .............. 283, 284 

Ciprofloxacin210, 336, 337 

Ciproxin .................... 336 

Cirzodone ......... 284, 285 

Cisplatin ............ 365, 373 

Citalopram HBr ......... 283 

Citosol ....................... 255 

Cixa ........................... 336 

Clarithromycin192, 193, 228, 342, 344 

Clavulanate224, 307, 308 

Cleosol ...................... 454 

Clexane ..................... 498 

Clidinium Br 

Chlordiazepoxide . 477 

Clincin ....................... 360 

Clindamycin ...... 361, 442 

Clobetasol Propionate454 

Clomid ...................... 522 

Clomiphene Citrate .. 522 

Clonazepam ...... 266, 301 

Clopidogrel60, 61, 224, 503 

Clostridium-Butyricum 

Miyari .................. 494 

Clotrimazole ............. 459 

CNS Agents ............... 283 

Coagulants-Heparin 

Antagonist ........... 506 

Codeine ...... 30, 235, 601 

Codin-P ..................... 601 

Colchicine .................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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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T inhibitor ......... 273 

Comtan ..................... 274 

concor................... 425, 426 

Concor .............. 425, 426 

Conquer .................... 355 

Corticosteroids454, 555, 575 

Cosopt ...................... 577 

Covorin ............. 383, 402 

Coxine SR .......... 225, 415 

Cozaar ................... 433, 434 

Cravit ........ 207, 337, 338 

Crestor ...................... 440 

Crotamiton ............... 468 

Cyanocobalamin ....... 493 

Cyclobenzaprine ....... 281 

Cyclophosphamide ... 366 

Cyprodin ........... 593, 594 

Cyproh .............. 593, 594 

Cyproheptadine ........ 593 

Cytoprotective Agents383 

D 

Dabigatran .. 66, 231, 496 

Dalmadorm .............. 299 

Dampurine ............... 588 

Danazol ....................... 98 

Danol ................ 522, 523 

Darbepoetin alfa. 86, 508 

Dasatinib .................. 176 

Deanxit ..................... 291 

Defense .................... 481 

Dehypotin ................. 438 

Delcopan .. 225, 600, 601 

Delipic .................. 437, 438 

Denosin ............ 230, 594 

Denosumab .............. 108 

Depakine42, 226, 234, 268, 269 

Depavent .................. 268 

Depyretin.......... 252, 253 

Dermatological Agents442 

Desloratadine ........... 594 

Desmopressin ........... 546 

Desmopressin acetate546 

Detantol R226, 422, 423, 586 

Detrusitol.... 57, 226,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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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rusitol SR ............. 589 

Dexamethasone220, 455, 539, 575 

Dexan ....................... 539 

Dexilant .... 226, 483, 484 

Dexlansoprazole ....... 226 

Dexsalin .................... 556 

Dextromethorphan 

HBr ............... 225, 600 

Dextrose ........... 556, 565 

Dextrose Anhydrous . 565 

Dextrose Sodium 

Lactate Potassium 

Chloride557, 558, 559, 565, 566 

Diabitin ..................... 531 

Diagnostic agents ..... 400 

Diapine266, 267, 295, 296 

Diclazide ........... 228, 532 

Diclofenac ......... 233, 234 

Dicyclomine Aluminum 

hydroxide 

Magnesium oxide471, 472 

Diflucan .... 194, 345, 346 

Digestive Enzymesare486 

Digoxin406, 407, 409, 475, 481 

Dihydroergotamine 

Methanesulphonate229, 263 

Dihydroxyaluminum 

Allantoinate ......... 472 

Dilantin ............. 265, 266 

Dilatrend ........................ 427 

Diltiazem HCl ............ 413 

Diltisser ..... 225, 231, 413 

Dimenhydrinate ....... 595 

Diovan .................. 434, 435 

Dipeptidyl peptidase IV 

inhibitors.............. 536 

Diphenhydramine273, 594, 595 

Diphenidol ................ 511 

Dipyridamole .... 504, 505 

Disodium Clodronate 

(Tetrahydrate)232, 528 

Diuretics72, 589, 590, 591, 592 

DL-Methylephedrine 608 

DNA Topoisome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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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ors.............. 384 

Dobecon ........... 479, 480 

Dobutamine .............. 417 

Docetaxel .................. 162 

Doflex ....................... 281 

Dolan ........................ 282 

Domtoo ............ 488, 489 

Dopadine .......... 276, 277 

Dopamin ................... 417 

Dopamine ................. 274 

Dopamine agonist .... 274 

Dormicum ................. 296 

Dorzolamide ............. 577 

Doxaben226, 228, 229, 233, 423, 586 

Doxaben XL226, 423, 586 

Doxazosin . 226, 423, 586 

Doxepin HCl ...... 211, 448 

Doxorubicin ...... 165, 373 

Dramine .................... 595 

Dropel ....................... 290 

Dry Eye Products ...... 576 

Dulcolax ............ 489, 490 

DuoTrav .................... 577 

Dupin ................ 266, 295 

Durogesic D-TRANS .. 235 

Dynastat ................... 245 

E 

Eazide ....................... 590 

Electrolytes ............... 553 

Eloxatin ............. 365, 366 

Eltroxin ............. 542, 543 

Emend ...................... 260 

Endocrine and 

Metabolic agents . 517 

Endoxan .... 209, 366, 367 

Engene ...................... 583 

Engerix B ................... 396 

Enpuril .............. 549, 550 

Enpurol ............. 549, 550 

ensau ........................ 600 

Entecavir ........... 201, 203 

Ephedrin ................... 418 

Epicin ................ 374, 375 

Epinephrine258, 314, 420,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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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podophyllotoxins . 378 

Epirubicin.................. 374 

Epirubicin HCl ........... 374 

Epoetin beta ....... 85, 509 

Erbitux ...... 172, 186, 386 

Ergometrine.............. 524 

Ergometrine Meleate 524 

Erlotinib .................... 174 

Erlotinib.................... 392 

Ertapenem ................ 193 

Erythromycin228, 341, 342, 407 

Escopan ............ 478, 479 

Esomeprazole ........... 230 

Esomin ...................... 300 

Estradiol99, 100, 459, 520, 521 

Estradiol 

Norethisterone 

Acetate99, 100, 459, 520, 521 

Estrogen461, 517, 518, 520, 522 

Estromon .................. 517 

Ethambutol ............... 356 

Etodolac ............ 226, 229 

Etofenamate ............. 467 

Etolac ........ 226, 245, 246 

Etoricoxib .................. 243 

Euclidan .... 513, 514, 569 

Euxinc ....................... 455 

Evista ........ 110, 518, 519 

EVY ........................... 278 

Exelon ......... 46, 277, 278 

Exemestane ...... 161, 380 

Exforge...................... 435 

Ezetimibe ............ 70, 439 

F 

Factive .......................... 339 

Factive .............. 207, 339 

Fallep ................ 298, 299 

Famciclovir ............... 199 

Famotidine ....... 481, 482 

Famvir............... 348, 349 

Fareston .... 164, 381, 382 

Farlutal ............. 519, 520 

Fastin ........................ 459 

Feburic ................ 73,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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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uxostat .......... 73, 550 

Felodipine ................. 227 

Felopine E.R.F.C 227, 412 

Fenbufen .................. 250 

Fenofibrate 230, 440, 441 

Fenoterol .......... 603, 611 

Fentanyl ............ 235, 236 

Fentanyl Citrate ........ 235 

Ferich ................ 568, 569 

Fexofenadine .... 595, 596 

Fexofenadine ............ 595 

Fibric Acid Derivatives440 

Filgrastim .......... 507, 508 

Finasteride .. 98, 231, 588 

Finska-LP ................... 598 

Flagyl ................ 361, 362 

Flavine Adenine 

Dinucleotide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Pyridoxine 

HCL Taurine 

Glycyrrhizate 582, 583 

Fleet.......................... 491 

Flexer ........................ 281 

Fluanxol dragees291, 292 

Flucason ................... 575 

Fluconazole....... 194, 346 

Fluimucil A227, 404, 405, 607, 608 

Fluitran ............. 228, 590 

Flumazenil209, 296, 403, 404 

Flunazon ................... 510 

Fluorouracil369, 370, 371, 372, 373, 375, 376, 377, 378 

Fluoro-uracil ............. 369 

Fluoro-uracil ............. 369 

Fluoxetine ................. 286 

Flupenthixol 

Melitracen 10mg . 291 

Flupentixol ................ 291 

Flupine ...................... 300 

Flur Di Fen .. 36, 240, 466 

Fluran ....................... 246 

Flurazepam HCl ........ 299 

Flurazin F.C................ 288 

Flurbiprofen ........ 36,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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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tamide ......... 181, 382 

Fluticasone ............... 610 

Fluvastatin ........ 229, 437 

Folinate calcium 

(leucovorin calcium)383 

Fonosil .............. 430, 431 

Formoterol 111, 609, 612 

Forsine .............. 430, 431 

Forteo ....................... 542 

Forteo ....................... 542 

Fosamax plus ............ 525 

Fosinopril .................. 430 

Foster ....................... 612 

Framycetin Neomycin 

B Sulfate ............... 447 

Frangula .................... 492 

Fugerel .......................... 382 

Fuprostate ................ 382 

Furosemide ............... 591 

Fynadin ............. 595, 596 

Fytosid ...................... 378 

G 

GABA-B analog ......... 279 

Gabapentin ..... 37, 38, 42 

Galvus Met ............... 537 

Gamma Benzene 

Hexachloride ........ 468 

Gapatin ..................... 270 

Gardasil .................... 397 

Gastrointestinal agents470 

Gefitinib .................... 170 

Gelatin Succinylated 

Sodium Chloride 

Sodium Hydroxide515, 571 

Gelatin Succinylated 

Sodium Chloride 

Sodium Hydroxide 

Hemostatics . 516, 572 

Gelatin Succinylated 

Sodium Hydroxide515, 516, 571 

Gelofusine ........ 516, 571 

Gemcitabine ............. 163 

Gemifloxacin .............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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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ifloxacin ............. 207 

Gemzar ............. 163, 370 

Gendermin ............... 574 

Gendobul .................. 416 

Genso ....................... 259 

Gentamicin321, 322, 323, 325, 574 

Gentamicin Sulfate ... 574 

Gentamycin .............. 325 

gimeracil oteracil184, 372 

Gincare ..................... 513 

Ginkgo Biloba Extract 513 

Ginsol Gel ................. 576 

Gipamine .................. 417 

Gitose ....................... 556 

Glibenclamide........... 531 

Glibenclamide 

Glyburide ..... 531, 533 

Gliclax ............... 228, 532 

Gliclazide .......... 228, 532 

Glimepiride ............... 533 

Glipiride .................... 533 

Glitis.......................... 536 

Glucocar ................... 534 

GlucoMet .................. 533 

Glucosamine76, 253, 254 

Glucose555, 556, 563, 567 

Glutamic acid L ......... 552 

Glyburide .................. 533 

Glycerin .................... 422 

Glycerin Antiadrenergic 

Sympatholytics .... 422 

Glycerol .................... 422 

Glypressin ................. 547 

Gout-Related Agents 548 

Gramicidin ................ 456 

Grantron ........... 261, 262 

Griseofulvin ...... 346, 347 

Guaifenesin .............. 605 

Gynecologic 

Preparations ........ 459 

H 

H2-blockers............... 481 

H2O2 ........................ 450 

Haloperidol ...............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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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nalidge D ..... 228, 587 

Harnalidge® OCAS .... 587 

Hartmann's ............... 558 

Hatermas .................. 560 

Havina ....................... 520 

Hematological Agents494 

Hematopoietic agents84, 507 

Hemorrheologic 

Agents .................. 510 

Hemostatics ...... 516, 572 

Hepamarin ................ 493 

Heparin Sodium ........ 497 

Heparinoid ........ 469, 500 

Hepatitis B vaccine ... 396 

Hepatoswiss ............. 493 

Herbesser225, 231, 413, 414 

Herceptin .......... 166, 387 

Hesharin ................... 497 

Hiranin ...................... 282 

Hirudoid ............ 469, 500 

HMG-CoA Reductase 

Inhibitors.............. 436 

Holoxan ............ 367, 368 

Homochlorcyclizine .. 596 

Homoclomin ............. 596 

Hormones96, 378, 379, 545 

Human albumin 515, 570 

Human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 507 

Human 

Papillomavirus(HPV) 

vaccine ................. 397 

Humulin R ................. 531 

Hydergine ......... 512, 513 

Hydrea .................. 394, 395 

Hydrochlorothiazide . 434 

Hydrocortisone ......... 444 

Hydrocortisone 

Aluminium Zinc 

Oxide ... 444, 445, 470 

Hydrogen Peroxide ... 450 

Hydroxyurea ............. 394 

Hyoscine-N-Butylbr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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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 478 

Hyoscyamine sulfate . 478 

Hysartan ................... 434 

Hytrin226, 228, 229, 233, 424, 587 

Hyzaar ....................... 434 

I 

I.N.A.H .............. 356, 357 

Ibandronic acid . 107, 528 

Ichderm ............ 212, 448 

Imipenem ................. 328 

Imipenem Cilastatin193, 328, 330, 332 

Imipramine HCl ......... 287 

Indap ................ 228, 589 

Indapamide ...... 228, 589 

Inderal .......................... 426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 486 

insulin ....................... 529 

Insulin ......... 32, 529, 530 

Insulin detemir ......... 530 

Insulin Human Regular530 

Invanz ............... 193, 327 

Iopamidol ................. 400 

Ipratropium ...... 610, 611 

Ipratropium Bromide 610 

Iressa 170, 176, 184, 388 

Irinotecan165, 384, 385, 386 

Irinotecan HCl ........... 384 

Irivo .......................... 385 

Iron Cyanocobalamin 

Folic acid .............. 568 

Isoleucine L-8.8mg/ml,  

Leucine L Lysine 

L-Acetate 

Methionine L 

Phenylalanine L 

Threonine L .......... 551 

Isoniazid ................... 358 

Isoniazid Pyrazinamide358 

Isopto carpine .......... 579 

Isosorbide Dinitrate .. 414 

Isosorbide-5-Mononitr

ate ................ 225, 415 

Iwell ..........................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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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anuvia ...................... 536 

Jia Mei ...................... 446 

K 

Kary Uni .................... 574 

KCl ............................. 563 

Kefentech ................. 467 

Kemoplat .................. 365 

Keppra ................ 43, 271 

Keratolytic Agnets .... 462 

Ketalar ...................... 256 

Keto .... 75, 228, 246, 247 

Ketoconazole ............ 446 

Ketona ...................... 446 

Ketoprofen ....... 247, 467 

Ketorolac36, 216, 228, 240, 247 

Kinax ......................... 298 

Kinloft F.C. ................ 285 

Kinxetin ..................... 286 

Kitapram F.C. .... 283, 284 

Klaricid .............. 228, 342 

Klaricid XE "Klaricid"  

XL ................. 228, 342 

Kolantyl .................... 472 

Kolincin ..................... 443 

Kotang .............. 229, 535 

L 

Labetalol ................... 428 

Labetalol HCl ............ 428 

Labuton .................... 249 

Lacipil ....................... 412 

Lacoxa ....... 229, 245, 246 

Lactulose .................. 490 

Ladiol ........................ 459 

Lafuzo ............... 229, 586 

Lamisil ...... 196, 347, 348 

Lamivudine ....... 200, 351 

Lanoxin ..................... 406 

Lansoprazole .... 229, 233 

L-cysteine ......... 225, 599 

Lescol ................ 229, 437 

Lesiton ...... 229, 263, 264 

Leucine L ...................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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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covorin Calcium .. 402 

Leuplin ...................... 379 

Leuplin XE "Leuplin"  

Depot ................... 379 

Leuprolide Acetate ... 378 

Levemir ..................... 530 

Levemir FlexPen........ 530 

Levetiracetam ............. 43 

Levocetirizine ........... 596 

Levodopa Benserazide47, 271, 287 

Levofloxacin ...... 207, 337 

Levozine .................... 597 

Levozine ............ 230, 597 

Levozine .................... 597 

Lexotan ............. 300, 301 

Librax ................ 477, 478 

Licodin .............. 224, 505 

Lido ........................... 464 

Lidocaine38, 258, 259, 409, 444, 463, 464, 465 

Lidopat................ 38, 464 

Lidophrine ................ 258 

Linagliptin ................. 537 

Lindacin ............ 360, 361 

Lipanthyl ... 230, 440, 441 

Lipitor ................... 436, 437 

Lipo ... 165, 373, 374, 494 

Lipo-DOX .......... 373, 374 

Liquor Ringer ............ 560 

Liraglutide ........... 98, 537 

Local Anesthetics ...... 463 

Loop Diuretics .......... 590 

LoraPseudo ............... 598 

Loratadine ................ 598 

Loratadine 111, 230, 598 

Lorazin .............. 294, 295 

Losa 433, 434 

Losartan ............ 433, 434 

Losartan Potassium433, 434 

Lovastatin ......... 437, 439 

Lutin ................. 297, 298 

Lysine L-Acetate ........ 551 

Lysozyme Chloride .... 601 

M 

Mabthera .. 156, 167,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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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lides ........ 192, 341 

Madopar ........... 271, 272 

Mafarin ............. 231, 495 

Magnesium Sulfate... 561 

Maniton .................... 591 

Mannitol ................... 591 

MAO-B inhibitor ....... 275 

Marcaine .......... 257, 258 

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 398 

Medason................... 540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519 

Mefenamic Acid ........ 249 

Meglitinides .............. 534 

Meletin ..................... 409 

Melopen ................... 335 

Meloxicam ................ 248 

Melux........................ 281 

Mepem ............. 193, 335 

Mephenoxalone ....... 281 

Meptin .............. 603, 604 

Meptin-Mini ..... 603, 604 

Meropenem ............. 335 

Meropenem trihydrate335 

Mesna ....................... 209 

Metformin224, 229, 533, 535 

Methimazole ............. 543 

Methimazole ............ 543 

Methimazole ............ 544 

Methimazole ............ 544 

Methionine L ............ 551 

Methotrexate137, 142, 371 

Methyl Ephedrine ..... 608 

Methylephedrine601, 608 

Methylprednisolone . 540 

Methylxanthines ....... 604 

Metoclopramide407, 488 

Mevalotin ....................... 438 

Mexiletine HCl .......... 409 

Mg bicarbonate ........ 471 

Miacalcic ................... 545 

Miacalcic Nasal Spray 545 

Midazolam HCl .........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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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E ......................... 357 

Millibar ..................... 590 

Minerals .................... 568 

Minirin .............. 546, 547 

Minirin/DDAVP . 546, 547 

Minocycline .............. 344 

Miostat ..................... 580 

Miotics ...................... 579 

Mirapex ............ 274, 275 

Mirobect ................ 424, 425 

Mirtazapine .............. 293 

Mitomycin C ............. 375 

Mitoxantrone .... 375, 376 

Miyarisan .................. 494 

Miyarisan-BM ........... 494 

Mizolastine  .............. 597 

Mizollen .................... 597 

Mizollen .................... 597 

Mizollen .................... 597 

MMR ......................... 398 

Monoclonal Antibodies385 

Monoclonal antibody 529 

Mopride .................... 489 

Morefine F.C. ............ 288 

Morphine.. 236, 237, 238 

Morphine HCL .......... 236 

Moxiclav ................... 308 

Moxifloxacin ............. 339 

Moxifloxacin ............. 207 

Moxifloxacin ............. 339 

Muaction .......... 230, 239 

Mucolytics ................ 607 

MXL .......... 236, 237, 238 

Mycomb ................... 456 

Mydriatics and 

Cycloplegics ......... 581 

Mydrin-M ................. 581 

Mydrin-P ................... 581 

N 

Naftifine ................... 446 

Naloxone .................. 405 

Naproxen .................. 230 

Nasal Decongestants 608 

Naton-S.R ......... 230,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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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elbine . 230, 377, 378 

Neomycin327, 399, 447, 456, 458 

Neostigmine ..... 264, 584 

Neostigmine 

Methylsulfate ....... 584 

NESP ......................... 508 

Nexavar ............. 178, 390 

Nexium ..... 230, 231, 484 

Nicametate Citrate513, 569 

Nice .................. 362, 585 

Nicergoline ....... 514, 570 

Nicotine .................... 304 

Nifedipine224, 231, 410, 411 

Nilasen ...................... 510 

Nilotinib .... 177, 233, 393 

Nirandil ............. 225, 416 

Nitroglycerin ..... 231, 415 

Nitroxoline ........ 362, 585 

NMDA antagonist ..... 278 

Nolvadex ................ 382, 383 

Noopol .............. 511, 512 

Normacol Plus .......... 492 

Normal Saline ........... 554 

Norvasc224, 227, 231, 410 

Novamin ................... 264 

NovoMix ................... 530 

NovoMix 30 Penfill ... 530 

NovoRapid ................ 531 

NSAIDs36, 37, 38, 118, 119, 135, 140, 224, 226, 228, 229, 230, 233, 234, 240, 241, 242, 248, 280, 466 

Nutrients and 

Nutritional Agents 551 

Nystatin .... 455, 456, 460 

Nystatin Neomycin 

Triamcinolone 

Gramicidin ... 455, 460 

Nystatin Neomycin 

Triamcinolone 

Gramicidin 

Betamethasone456, 457, 538 

O 

Ocillina ...................... 309 

Ocular Decongestants 

and Anti-Allergys . 582 

Ofloxacin........... 210,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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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tin ................ 365, 366 

Omepron .................. 485 

Ophthalmic/Otic 

Agents .................. 573 

Orphenadrine 

Paracetamol ......... 282 

Osmotic Diuretics ..... 591 

Otilonium bromide ... 480 

Ovulation Stimulants 522 

Oxacillin .................... 309 

Oxalip ... 365, 366, 367, 368 

Oxaliplatin 164, 365, 367 

Oxethazaine Polymagal232, 473 

Oxocin....................... 524 

Oxytocin ........... 419, 421 

P 

Paclitaxel ................... 163 

Panacal ..................... 594 

Panho ....... 231, 485, 486 

Pantolac .................... 485 

Pantoprazole ............. 231 

Paraplatin . 162, 368, 369 

Parathyroid Hormone542 

Parecoxib .................. 244 

Parkryl .............. 276, 286 

Pegasys ..... 153, 203, 352 

Peginterferon alfa-2a 352 

Pelonine ................... 541 

Pemetrexed .............. 172 

Pemirolast Potassium582 

Penicillins .......... 191, 306 

Pentoxifylline233, 514, 569 

Perdopril ........... 431, 432 

Peridopril .......... 431, 432 

Peridopril .................. 431 

Pethidine .................. 238 

Petho ................ 480, 481 

Phel........................... 313 

Phenylalanine L ........ 551 

Phenylephrine .. 581, 582 

Pilocarpine .................. 50 

Pioglitazone .............. 536 

Piperacillin Tazobactam 

0.25g ....................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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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thanate 

Ethobromide ........ 480 

Piracetam ................. 511 

Pitator ....................... 438 

Pitressin .................... 545 

Plasma Expanders514, 570 

Plasma Protein.. 515, 570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ombinant 

Human Tissue-Type501 

Platycodon Fluid 

Extract .................. 601 

Plestar............... 503, 504 

Pletaal ......... 59, 503, 504 

Pola Gauze ................ 447 

Polidocanol ............... 443 

Polupi ................ 544, 545 

Ponstan............. 249, 250 

Posterior Pituitary 

Hormones ............ 545 

Potassium Acetate .... 565 

Potassium chloride561, 562 

Potassium Chloride558, 559, 560, 566 

Potassium 

Cresolsulfonate .... 601 

Potassium Gluconate 562 

Potassium 

Guaiacolsulfonate 601 

Potassium-Sparing 

Diuretics ............... 592 

Povidone-iodine 449, 452 

Povidone-Iodine ....... 451 

PPD ........................... 401 

PPD RT ...................... 401 

Pradaxa66, 231, 495, 496 

Pramipexole ................ 48 

Pravafen ........... 441, 442 

Pravastatin ........ 438, 441 

Prednisolone ............ 541 

Pregabalin ........... 38, 270 

Premarin ................... 461 

Prilocaine .................. 465 

Procaterol ................. 603 

Prochlorperazine ......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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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esterone ............ 519 

Progestin........... 519, 520 

Progor ....... 231, 413, 414 

Prolia ................ 110, 529 

Proline L .................... 552 

Prolivrin .................... 493 

Prometin ................... 488 

Propofol ...... 49, 254, 255 

Propranolol ....... 426, 605 

PropylThiouracil ........ 544 

Proscar98, 231, 523, 524, 588 

Prostaglandin .... 215, 577 

Protamine ......... 506, 507 

Proton pump inhibitor483 

Protopic ............ 212, 453 

Pseudoephedrine ..... 598 

Pseudoephedrine230, 598 

Psychiatrys-Antidepres

sants .................... 283 

Pulmicort Nasal 608, 609 

Pulmicort Turbuhaler608, 609 

Pyrazinamide ............ 358 

Pyridoxine HCL ......... 583 

Q 

Quinolones ............... 336 

R 

Radi-K ....................... 562 

Rakinson ................... 276 

Ramipril .................... 432 

Ramitace ........................ 432 

Ranitidine ......... 482, 483 

Rasagiline ........... 48, 276 

Recalm ...... 233, 605, 606 

Recormon 32, 84, 85, 509 

Relenza ............. 349, 350 

Renal And 

Genitourinary 

Agents .................. 584 

Repaglinide ............... 534 

Requip ...................... 275 

Respiratory Agents ... 592 

Ribavirin154, 200, 231, 352, 353, 354 

Riboflavin.......... 487,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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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oflavin Phosphate 

Sodium ................. 561 

Rif 300 .............. 357, 358 

Rifampin ........... 357, 358 

Rifater ....................... 359 

Rinderon ........... 456, 538 

Rinderon V ................ 456 

Rituximab ......... 156, 167 

Rivaroxaban ................ 63 

Rivotril266, 267, 301, 302 

RND .......................... 482 

Robatrol200, 231, 353, 354 

Rolikan ...................... 563 

Romicon-A 225, 234, 601 

Rosis ......................... 591 

Rosulator .................. 440 

Rosuvastatin ............. 440 

Rotarix Live ............... 400 

Rotavirus Vaccine ..... 399 

Roumin ............. 264, 265 

Rozoxin ..................... 337 

S 

S-60 .......................... 313 

SABS ................. 361, 362 

Salazine ............ 232, 486 

Salbutamol ............... 610 

Salbutamol Sulfate ... 610 

Salic .......................... 462 

Salicylic Acid ............. 462 

Saline ................ 473, 554 

Salmeterol ................ 610 

Sancin ............... 504, 505 

Scabi ......................... 468 

Scabicides ................. 468 

Seginine ............ 286, 287 

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518 

Selegiline .................. 287 

Septon ...................... 457 

Seretide Accuhaler ... 610 

Serine L ..................... 552 

Sertaconazole ........... 462 

Sertraline .......... 285,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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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traline HCL ........... 285 

Sevina ............... 521, 522 

Showmin ................... 584 

Sigmart ............. 225, 416 

Sildenafil ................... 585 

Sildenafil Citrate ....... 585 

Silence .............. 294, 295 

Silver Sulfadiazine ..... 454 

Silymarin ................... 493 

Simethicone .............. 474 

Simvastatin ............... 439 

Sincaine .................... 465 

Sinclote ..... 232, 528, 529 

Sindine Alcoholic 

Solution................ 451 

Sindine Aqueous 

Solution................ 451 

Sindine Surgical Scrub452 

Sinomin..................... 573 

Sitagliptin .................. 536 

Skeletal muscle 

relaxants ........ 42, 278 

Sketa ......................... 283 

Sleepman .......... 234, 302 

Smartgen .......... 512, 513 

Smilon F.C. ........ 292, 293 

Smofkabiven ............. 564 

Sodium acetate  KCl 

CaCl2 Soybean oil 

Fish oil rich in 

omega-3 acids ...... 563 

Sodium Bicarbonate . 563 

Sodium Chloride516, 553, 554, 556, 558, 560, 564, 566, 571 

Sodium Chloride 

Potassium Acetate 

Dextrose Anhydrous  

Sodium Phosphate 

Monobasic 

Monohydrate516, 553, 554, 556, 558, 560, 564, 565, 566, 571 

Sodium Hydroxide516, 571 

Sodium Lactate 

Potassium Chloride558, 559, 560, 566 

Sodium Lactate 

Potassium 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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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ium Chloride 

Calcium Chloride 

Magnesium 

Chloride557, 558, 559, 565, 566 

Sodium oletate 

Polidocanol 

Chlorocarvacrol .... 443 

Solifenacin .......... 58, 589 

Sorafenib Tosylate .... 390 

Sorbitol D .................. 560 

Soybean oil ............... 563 

Spiriva ....................... 611 

Spiriva ....................... 611 

Spironolactone ......... 592 

Spiterin F.C. ...... 293, 294 

Sprycel ...... 176, 391, 392 

Stacaine .... 232, 474, 475 

Sterculia .................... 492 

Stidine............... 279, 280 

Stilnox F.C ................. 302 

Streptomycin322, 323, 359 

Strocain .... 232, 473, 474 

Subacillin .................. 310 

Substituted Ureas ..... 394 

Sufen ........................ 250 

Sulbactam . 309, 310, 362 

Sulcain Polymagel ..... 474 

Sulfadiazine Silver ..... 454 

Sulfamethoxazole320, 573 

Sulfamethoxazole 

Trimethoprim320, 402, 573 

Sulfasalazine ..... 137, 232 

Sulfonamides ............ 320 

Sulfonylureas ...... 96, 531 

Sumatriptan .. 67, 68, 263 

Supernide ................. 534 

Superocin ................. 336 

Suta .................. 250, 251 

Switane ..................... 272 

Syklophosamid .......... 366, 367 

Symbicort Turbuhaler609 

Syntocriptine ............ 274 

T 

Tacrolimus 125, 212,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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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lu ......................... 534 

Taita NO.3................. 565 

Takepron .. 233, 484, 485 

Tamiflu ............. 350, 351 

Tamoxifen ......... 379, 382 

Tamso ............... 233, 587 

Tamsulosin 228, 233, 587 

Tapimycin ................. 311 

Tarceva171, 174, 184, 392, 393 

Tarceva .......................... 392 

Tarceva .......................... 393 

Targocid .................... 362 

Tarivid ............... 210, 573 

Tasigna177, 233, 393, 394 

Taurine ...................... 583 

Taxol.................. 376, 377 

Taxotere .................... 376 

Tecopin ..................... 362 

Tegafur Uracil165, 184, 371, 372 

Tegretol ............ 267, 268 

Teicoplanin ....... 206, 362 

Teiria ......................... 467 

Tencam ..................... 251 

Tenolol.............. 424, 425 

Tenoxicam................. 251 

Terazosin ........... 424, 587 

Terbinafine ............... 196 

Teriparatide .............. 542 

Terlipressin ............... 547 

Tetanus toxoid.......... 396 

Tetracycline .............. 344 

Tetracycline HCl ........ 344 

Tezopin .................. 424, 587 

Thado ....... 158, 178, 395 

Thado ....................... 395 

Thalidomide ..... 158, 178 

Thalidomide ............ 395 

Theophylline ..... 233, 605 

Theophylline sodium 

glycinate .............. 605 

Thiamine ........... 487, 493 

Thiazides ................... 589 

Thiazolidinediones97, 536 

Thrombolytic Agents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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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 225, 492 

Thyroid Drugs ........... 542 

Thyroxine .................. 542 

Thyroxine-L  Sodium 

T4 ......................... 542 

Tiaprofenic Acid ........ 250 

Ticagrelor .................... 61 

Ticlopidine .................. 58 

Tienam ...... 193, 328, 329 

Tigecycline ........ 208, 363 

Tigelin ....................... 363 

Timolol .............. 577, 578 

Timolol Maleate ....... 577 

Tiotropium ............... 611 

Tizanidine ................... 42 

Tobradex .................. 575 

Tobramycin321, 322, 323, 325, 575 

Tofranil .............. 287, 288 

Tolperisone ............... 280 

Tolterodine L-tartrate57, 226, 589 

Topcef ............... 313, 314 

Topcort ..................... 458 

Toremifene ............... 164 

Trajenta .................... 537 

Tramadol36, 230, 239, 241 

Trandate ................ 428, 429 

Tranexamic Acid517, 572 

Transamin ................. 517 

Trastuzumab ..... 166, 387 

Travatan ................... 578 

Travoprost......... 577, 578 

Tren .......... 517, 572, 573 

Trenfylline233, 514, 569, 570 

Triamcinolone456, 458, 541 

Triamconolone ......... 541 

Tricalcium Phosphate  

Vitamin A Vitamin 

D3 ................ 227, 568 

Trichlormethiazide.... 590 

Trileptal ............ 267, 268 

Trimin ....................... 595 

Tritace .......................... 432 

Tropicamide .............. 581 

TS-1 ........... 184, 372,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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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daxen ..................... 447 

UFUR ................. 371, 372 

Ulban A..................... 475 

Ulex .......................... 468 

ulmicort Nasal .......... 608 

Ultane ....................... 256 

Uniclone F.C. .... 302, 303 

Unifradine......... 314, 315 

Unikin ....................... 321 

Uniphyllin . 233, 606, 607 

Unisone .................... 539 

Ureson ...................... 463 

Uretropic .......... 228, 591 

urokinase .................. 500 

Urokinase ................. 501 

Uromitexan ....... 209, 384 

Urosin ............... 424, 425 

Ursodeoxycholic acid 494 

Uterotonics ............... 524 

U-Vanco .................... 364 

V 

Valproate sod ........... 268 

Valsartan ..... 74, 434, 435 

Vancomycin .............. 364 

Varenicline ................ 305 

Varicella virus vaccine398 

Varivax Live .............. 398 

Vasodilators ........ 67, 414 

Vasopressors ............ 416 

Velip ......................... 567 

Venacalo B6 .............. 595 

Vepesid ..................... 378 

Vesicare57, 58, 226, 231, 589 

Viagra ....................... 585 

Viartril-S.................... 253 

Victoza ................ 98, 537 

Vildagliptin ............... 537 

Vinorelbine ....... 164, 230 

Virless ....................... 349 

Vitacal ....................... 555 

Vitamin A .................. 568 

Voren224, 226, 228, 229, 230, 233, 234, 251,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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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en-K224, 226, 228, 229, 230, 233, 234, 251 

Vytorin ........ 70, 439, 440 

W 

Warfarin.................... 347 

Water for injection ... 567 

Wecoli ....................... 588 

Wilcon ...................... 474 

Wincort ..................... 458 

Wintellin ................... 344 

X 

Xadosin226, 228, 229, 233, 423 

Xarelto 63, 231, 496, 497 

Xeloda ............... 166, 370 

Xylmol ....................... 445 

Xylocaine50, 258, 259, 465, 466 

Xyzal ......... 230, 596, 597 

Y 

Younam .................... 328 

Z 

Zalain ........................ 462 

Zcough .............. 234, 600 

Zeffix ......... 200, 354, 355 

Zinc Oxide ......... 445, 470 

Zoledronic acid107, 526, 527 

Zolotin .......................... 439 

Zolpidem Hemitartrate302 

Zometa ..... 107, 526, 527 

ZOSTAVAX ................ 399 

Zoster virus vaccine 

live ....................... 399 

Α 

α2 - agonist ............... 279 

 


	PhenytoinD
	Dilantin®100mg/cap <ODILA>
	Aleviatin® 250mg/5ml/amp <IALEV>
	Use:
	Grand mal, complex partial seizure, neuralgia
	Dosage:
	Seizure disorder PO
	Adult:100mg/bid-tid or 300mg/hs.
	Child:4-8mg/kg/d bid-tid
	Status epilepticus:
	IV, 15-20mg/kg,rate≦20-50mg/min or pediatric≦0.5-1mg/kg/min
	Adverse.reaction:
	N/V, drowsiness, nystagmus, ingival hyperplasia, hirsutism
	＊注射劑為強鹼性,無法與其他藥品配合,只適用於加入NS
	Dilantin® : 橙紅/白膠囊;PARKE DAVIS;P-D 100
	DiazepamD
	Diapine® 2mg/tab <ODIAPI>
	Dupin®10 mg/2ml/amp <IDUPI>
	Use:
	Status epilepticus
	Dosage:
	Adult: IV 10mg
	Child: IV 0.1-0.3mg/kg
	ClonazepamD
	Rivotril® 0.5 mg/tab <ORIV>
	Rivotril® 2 mg/tab <ORIVO>
	Dosage: seizures :
	Adult: initial 0.5mg tid or 1mg bid , maintenance:2-8mg/d
	Child: initial 0.01mg-0.03mg/kg/bid-tid,   maintenance:0.1-0.2mg/kg/d tid
	Adverse reaction
	Drowsiness, behavioral change, muscle weakness
	Contraindications
	Severe COPD/myasthenia gravis , apnea
	Diapine® 2mg/tab: 白色圓形錠, 2
	Rivotril® 0.5 mg/tab: 淺紅橘色圓扁形/ ROCHE 0.5
	CarbamazepineD
	Tegretol® 200 mg/tab <OTEGR>
	Use:
	Grand mal, partial seizure, neuralgia, bipolar disorder
	Dosage:
	Adult: Initial 100mg~200mg bid or 200mg/ hs.
	then 200mg~400mg bid-tid.
	Child:10mg/kg/bid, maintenance : 20~35mg/kg/tid
	Adverse.reaction
	Sedation, dizziness, SJS, hyponatremia, neutropenia
	＊檢測HLA-B 1502基因
	Tegretol®:白色圓形素錠;G／K;CG
	OxcarbazepineD
	Trileptal® 300 mg/tab<OTRIL>
	Use:
	partial seizure
	Dosage:
	Adult:Initial 300mg ~600mg/bid.
	Child: 8~10mg/kg/bid , ↑to 20~30mg/kg/d,                                                  20-29kg:450mg bid
	29.1-39kg:600mg bid
	Adverse reaction:
	Sedation, dizziness, vomiting, cross allergy w/Tegretol (20~30%), hyponatremia
	Precaution:Ccr＜30ml/min:half the startingdose,titrating to desired response
	Trileptal®:黃色橢圓形錠劑,TE/TE CG/CG
	Valproate sodD
	Depakine® 200mg/tab <ODP200>
	Depakine Chrono ® 500mg/tab <ODEPA>
	Depavent® 500mg /5ml/amp <IDEPA>
	Use:
	Broad spectrum antiepileptic, bipolar disorder
	Dosage: PO,IV
	Adult: 200mg-400mg/bid-qid.or.20-30mg/kg/d.
	Child: initial 10-15mg/kg/qd-tid then 20-30mg/kg/d bid-tid
	Status epilepticus: IV15-30mg/kg at rate of 3-6mg/kg/min
	Adverse reaction:
	Gastric irritation, alopecia,↑BW, tremor, drowsiness,
	hepatotoxicity, pancreatitis, thrombocytopenia, neutropenia
	Depakine® 200mg : 白色圓扁形腸溶錠, 無標記
	Depakine Chrono ® 500mg : 白色長圓形柱狀膜衣錠,/
	VigabatrinD
	Sabril® F.C. 500 mg/tab <OSABR>
	Use:
	Partial seizure, infantile spasm (嬰兒點頭痙攣症 )
	Dosage:
	Adult: Initial 500mg/bid. ↑to 1-1.5g/bid
	Child: Initial 15-25mg/kg/bid . ↑to 30-50mg/kg/bid
	Adverse reaction :
	Hyperactivity, psychosis, ↑BW, drowsiness, facial edema, irreversible peripheral vision loss (common in adult and older child)
	Precaution:↓dose in the elderly and renal patient
	Sabril® F.C. : 白色橢圓形錠劑, SABRIL
	GabapentinC
	Gapatin® 300 mg/cap <OGAPA>
	Use:
	Neuropathic pain, Partial/secondarily generalized seizure
	Dosage:
	Adult: Initial 300mg/hs, dose range 300-1200mg/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peripheral edema, dizziness, ataxia (運動失調), fatigue, weight gain
	Gapatin® 300 mg: 黃色膠囊, G19
	Lyrica® 75 mg/cap <OLYRI>
	Use:
	Neuropathic pain. Partial/secondarily generalized seizure
	Dosage:
	75-150mg/bid
	Ccr 30-60 : 75-300mg/d;
	Ccr 15-30 : 25-150mg/d;
	Ccr＜15 : 25-75mg/q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peripheral edema, dizziness, ataxia, fatigue, weight gain
	LevetiracetamC
	Keppra® F.C 500 mg/tab <OKEPP>
	Use:
	Broad spectrum antiepileptic
	Dosage:
	Adult : PO 0.5-1.5g bid
	Child : PO 10-30mg/kg b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headache, agitation, psychotic symptoms Precaution:
	Ccr 50-80 : 500-1000mg q12h;
	Ccr 30-50 : 250-750mg q12h;
	Ccr＜30 : 250-500mg q12h;
	ESRD : 500-1000mg q24h
	Keppra® F.C :黃色橢圓形錠, ucb 500
	Madopar® 250 200/50mg/Tab <OMADOP>
	Use:
	parkinsonism
	Dosage:
	100-200mg/bid-qid up to 1.2g/d
	副作用
	N/V,幻覺,失眠,低血壓,棕色尿,異動症
	Madopar® 250 :淡橙色圓錠,＋ROCHE,＋
	TrihexyphenidylC
	Switane® 2 mg /tab <OSWIT>
	Use:
	Dosage:
	2-5mg/tid
	副作用
	Switane®  2 mg /Tab:白色,有"SWISS 2"的字樣,圓扁狀
	BiperidenC
	Akinfree® 2 mg/Tab <OAKIN>
	Bipiden® 5 mg/Amp <IBIPI>
	Use:
	treatment of neuroleptic – induced extrapyramidal reactions, adjunctive therapy in Parkinson’s disease
	Dosage:
	Po, 1-2mg tid
	Adults: slow IV or IM 2mg q30min as needed;
	max: 4 doses/24hr
	Children: IM,0.04mg/kg/dose q30min as needed;
	max: 4 doses/24hr
	Adverse reaction
	DiphenhydramineB
	Diphenhydramine® 30mg/ml/amp<IDIPH>
	Use:
	Dosage:
	IV, IM 25-50mg, prn.
	Adverse reaction
	dizziness, dryness of mouth
	EntacaponeC
	Comtan® 200mg/Tab<OCOMT>
	Dosage:
	100-200mg w/each dose of L-dopa
	*It has has no antiparkinsonian effect of  its own
	副作用:噁心,腹瀉,疲倦,尿液變黃
	BromocriptineB
	Syntocriptine® 2.5 mg/tab<OSYNTO>
	Use:
	Parkinson’s disease, amenorrhea/galactorrhea syndrome, hyperprolactinemia
	Dosage:
	1.25mg/bid then↑2.5mg/q1-4wk,
	dose range:5-30mg/bid-qid
	副作用:暈眩,幻覺，低血壓，四肢末稍水腫，消化不良
	Syntocriptine®:白色錠劑, /
	PramipexoleC
	Mirapex® 0.25 mg/tab <OMIRA>
	Use:
	Parkinson’s disease, depression
	Dosage:
	Initial 0.125mg/tid,↑to 0.5-0.75 mg/tid over 2-3wk,
	dose range: 0.5-1.5mg/tid-qid
	副作用
	暈眩,幻覺，低血壓，四肢末稍水腫，消化不良
	Mirapex®:白色橢圓形錠, P7/P7
	RopiniroleC
	Requip® 1 mg/tab <OREQU>
	Use:
	Parkinson’s disease
	Dosage:
	Initial 0.25mg/tid,↑0.25mg/tid to 1mg/tid within 4wk,
	dose range:1-4mg/tid
	副作用
	暈眩,幻覺，低血壓，四肢末稍水腫，消化不良
	SelegilineC
	Parkryl® 5 mg <OPARK>
	Dosage
	5mg/qd-bid
	副作用
	幻覺，低血壓，睡眠障礙
	Parkryl®:白色,錠劑,1,L.O.
	Rakinson®1 mg /tab <ORAKI>
	Dosage:
	1mg/qd
	副作用
	幻覺，低血壓，睡眠障礙
	Rakinson®:白色，圓扁形錠劑，R
	AmantadineC
	Dopadine®100 mg/tab <ODOPA>
	Dosage
	100mg/qd-tid
	Ccr 30-50: 100mg/qd,
	Ccr 15-29: 100mg/qod,
	Ccr＜15 : 200mg/qwk
	副作用
	失眠，皮膚斑點，腳腫脹，幻覺
	Precautions
	本劑不可驟然停藥以免引起急性顯著惡化
	DonepezilC
	Aricept® 10mg/tab <OARIC>
	Use
	Alzheimer’s disease
	Dosage
	5-10mg/qd
	Adverse reaction
	diarrhea, abdominalpain, vivid dream, insomnia,dizziness, headache, ↓BW
	Aricept®:黃色圓形膜衣錠, ARICEPT;10
	RivastigmineB
	Exelon® 3mg/cap <OEXEL>
	Exelon® Patch 4.6mg/24h <EEXEL>
	Use:
	Alzheimer’s disease
	Dosage
	PO initial 1.5mg bid titrate to 3-6mg bid
	Patch: 4.6mg/ Patch /d
	Adverse reaction:
	diarrhea, abdominal pain, dizziness, headache, ↓BW
	Exelon®: 橘色膠囊, EXELON 3MG
	MemantineB
	EVY® 10mg/tab <OEVY>
	Use
	Moderate to severe Alzheimer’s disease
	Dosage
	PO initial 5mg/qd 1wk then 5mg/bid, titrate to 10mg/bid,  Ccr 5-29ml/min : 5mg/bid
	Adverse reaction:
	dizziness, headache, akathisia, insomnia, agitation, confusion, hallucination
	EVY®:白色橢圓雙凸,雙面具中刻剝痕,一面左側有EVY,右側有10的凹刻,另一面為空白
	BaclofenC
	Befon ® 5 mg/Tab <OBEFO>
	Use
	Spasticity
	Dosage:
	Adult: 5-10mg/bid-tid
	Child: 5-15mg/tid
	Adverse reaction:
	Drowsiness, sedation, weakness, fatigue, headache, insomnia,
	nausea
	Precaution:↓dose in p’t w/renal dysfunction
	Befon ®: 白色圓形扁凸素錠, ／,M.S.
	TizanidineC
	Stidine® 2 mg/Tab <OSTID>
	Use
	Painful muscle spasm(疼痛性肌痙攣),spasticity
	Dosage
	Initial 1-4mg hs ,then 2-4mg tid
	Adverse reaction:
	Dizziness, sedation, atigue, dry mouth , N/V , postural hypotension, ↑ALT
	Stidine ®2:白色圓形扁平狀素錠, SK,／
	Tolperisone®100 mg/tab <TOLP>
	Tolesin® F.C. 150mg/tab <TOLE>
	Use
	反覆發生的疼痛性肌痙攣及腦部血管病變所導致之肌張力異常升高。
	Dosage
	1-2 tab/bid-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dizziness, 過敏反應 ,diarrhea
	Precautions:
	1.嚴重肝、腎功能不全者不建議服用。
	2.女性病人、年齡較大之病人，或合併用藥（主要是與NSAIDs）治療者，可能有較高發生過敏反應之風險
	3.對lidocaine過敏之病人服用本藥品應更加謹慎，因為發生交叉反應的可能性是確立的。
	Tolperisone®: 圓形錠劑，TPS，100, SHOUCHAN
	Tolesin® F.C.:白色圓凸形錠劑，ST 123
	Cyclobenzaprine B
	Flexer® F.C. 10mg/tab <OFLEX>
	Use
	muscle spasm(肌痙攣)
	Dosage
	5-10mg/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dizziness, dry mouth
	Flexer® F.C. :黃色圓形錠劑, FLX / SY
	Doflex® 200 mg/tab<ODOFL>
	Melux®  500 mg/tab<OMELU>
	Use
	muscle spasm
	Dosage
	200-400mg/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dizziness,dry mouth, diarrhea
	Doflex® :白色圓形錠,GP, / ,277
	Melux® : 粉紅色橢圓型錠, JCP, /
	CarisoprodolC
	Hiranin® 350 mg/cap<OHIRA>
	Use
	muscle spasm
	Dosage
	1 tab/bid- 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dizziness
	Hiranin®:鮮紅/鮮黃色橢圓形膠,HWANG"S07,HWANG"S07
	Dolan® 35/450 mg/Tab<ODOLA>
	Use
	muscle spasm
	Dosage
	1 tab/bid- 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dizziness,dry mouth ,liver function impairment
	Dolan ®:白色長圓形素錠;／;DoLan
	Sketa® 250/300mg/cap<OSKET>
	Use
	muscle spasm
	Dosage
	1 cap/tid
	Adverse reaction
	Somnolence , dizziness , liver function impairment
	Citalopram HBrC
	Kitapram F.C.® 20mg/tab <OKITA>
	Cipram ® 20mg/tab:白色橢圓形扁凸狀膜衣錠、C／N

	TrazodoneC
	臨床適應症
	Cirzodone® 50mg/tab:淡橙色圓形素錠,SP/371

	Sertraline HCLC
	Kinloft F.C.® 50mg/tab <OKINL>

	FluoxetineC
	SelegilineC
	Parkryl® 5mg/tab <OPARK>

	Imipramine HClD
	TrifluoperazineC
	ChlorpromazineC
	HaloperidolC
	DroperidolC
	Dropel® 2.5mg/1ml/amp < IDROP >

	N/A
	Deanxit® 0.5mg/tab <ODEAN>

	FlupentixolC
	MirtazapineC
	RisperidoneC
	Spiterin F.C. ® 1mg/tab <OSPIT>
	Anxicam® 2mg/1ml/amp <IANXI>
	Lorazin® 0.5mg/tab <OLORAZ>
	Silence® 1 mg/tab <OSILE>

	DiazepamD
	Dupin 10mg/2ml /amp <IDUPI>
	臨床適應症

	Midazolam HClD
	Dormicum ®7.5mg/tab <ODORM>

	OxazepamD
	OxazolamC
	Lutin ® 10mg/cap <OLUTI>

	AlprazolamD
	Kinax® 0.5mg/tab <OKINA>

	FlunitrazepamD
	Fallep®2mg/tab <OFALL>

	Flurazepam HClX
	Dalmadorm®30mg/cap <ODALM>

	FludiazepamD
	Flupine ®0.25mg/tab <OFLUP>

	EstazolamX
	Esomin ®2mg/tab <OESOM>

	BromazepamD
	Lexotan ®3mg/tab <OLEXOT>

	ClonazepamD
	Rivotril ®2mg/tab <ORIVO>
	Rivotril ® 0.5mg/tab <ORIV>

	Zolpidem HemitartrateC
	Sleepman ®10mg/tab <OSL>
	Stilnox F.C. 10 mg/tab <OSTIL>

	ZopicloneD
	Uniclone F.C. ®7.5mg/tab <OUNIC>

	SertralineC
	CenZoft Concentrate Solution®60 ml /bot <OCENZ>

	NicotineD
	Smokefree No.10 ®<ESMOK10>
	-Each pieNicotine 2.08 mg/cm, 10 cm/piece
	Smokefree No.15 ®<ESMOK15>
	-Each pieNicotine 2.08 mg/cm, 15 cm/piece

	VareniclineC
	Champix® 1mg/box <OCHAM1>
	Lipo-DOX ® 20 mg/10 ml/vial<LIPOD>
	Vepesid( 50 mg/cap <OVEPE>

	BevacizumabC
	CetuximabC
	GefitinibD
	Mabthera® 500mg/50ml/vial <IMAB500>

	Sorafenib TosylateD
	DasatinibD
	Engerix B® 20μg/1ml/vial <IENGE>B
	臨床適應症:
	預防Ｂ型肝炎
	劑量
	接種劑量:1ml
	接種時程(Infant-adult)
	＊第1劑：出生24小內儘速接種，愈早愈好。
	＊第2劑：出生1個月。
	＊第3劑：出生6個月。
	接種劑量:2ml
	接種時程(Hemodialysisi adult):共4劑;第0,1,2,6個月
	禁忌
	先前接種本疫苗或對本疫苗成分曾發生嚴重過敏反應者。
	警語/注意事項
	發燒或正患急性中重度疾病者，待病情穩定後再接種。
	母親非高傳染性Ｂ型肝炎帶原者（ｓ抗原及ｅ抗原均為陽性）之低出生體重兒（＜2,000公克），其第1劑Ｂ肝疫苗，於體重超過2,000公克或出生滿1個月後接種
	Tetanus toxoid®1ml/vial <ITOXO>C
	臨床適應症
	預防破傷風
	劑量
	1.初次免疫：行肌肉或皮下注射，每次0.5ml。 2.追加免疫：通常於初次免疫後6-12個月之間，或受創傷之際，0.5ml肌肉或皮下注射一次。
	不良反應
	偶有局部紅腫、疼痛、發熱、倦怠等現象。
	警語/注意事項
	凡有下列病症或體質者不宜注射： 1.發燒，或有顯著營養不良者。 2.罹患心臟血管系統疾病，腎臟疾病、糖尿病或腳氣病者,當該疾病在急性期或惡性期者。 3.對本劑之成份會引起過敏者。 4.曾接種本劑有顯著異常副作用反應者。 5.在接種前一年以內，曾發生痙攣者。 6.妊娠婦。 7.除上所記載外，經醫師診斷後不適宜預防接種狀態者。
	8.同一部位不宜反覆接種。
	Gardasil®0.5ml/syringe <IGARD>
	臨床適應症
	1.預防9~26歲女性第 6、11、16、18 型人類乳突病毒的感染(子宮頸癌前期,陰道及外陰部癌,生殖器疣).
	2.預防9~26歲男性第6、11型所引起的生殖器疣
	劑量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的接種採肌肉注射，15-26yr 施打的時程是在首次劑量後第2個月及第6個月完成三劑疫苗注射。9-14yr施打的時程是在首次劑量後第6個月完成二劑疫苗注射
	不良反應
	注射部位疼痛腫脹、搔癢發紅及發燒、噁心、暈眩，曾有發生呼吸困難的案例
	警語/注意事項
	接種禁忌
	1.曾對子宮頸癌疫苗產生過敏反應。2.有出血性疾病及不能在手臂上打針者。3. 因基因缺陷或感染愛滋病毒等，以致免疫力衰弱者。 4.已懷孕或計畫即將懷孕者。5.正發燒至37.8℃以上者。6.正罹患子宮頸癌或癌前期的女性。
	MMR®II / 0.5ml/vial <IMMR>
	臨床適應症
	麻疹病毒、腮腺炎病毒、德國麻疹病毒感染之預防
	劑量
	SC, 0.5ml
	接種時程
	第1劑:出生滿 12 個月
	第2劑:滿5歲至入國小前
	不良反應
	注射部位發生暫時發熱及刺痛感，發燒，輕微全身性發疹。
	警語/注意事項
	已知對「蛋」之蛋白質或疫苗的成份有嚴重過敏者，不予接種。孕婦。已知患有嚴重免疫缺失者（包括嚴重免疫不全的愛滋病毒陽性個案、先天性免疫缺失症與白血病、淋巴癌等惡性腫瘤病人或接受化療、免疫抑制藥物治療及高劑量類固醇者）
	Varivax Live® 0.5ml/vial <IVARI>
	臨床適應症
	水痘之主動免疫
	劑量
	建議施打於12個月以上之幼童，12個月-12歲兒童注射單一劑量。13歲以上應注射兩劑，間隔四至八週。
	接種劑量: SC, 0.5ml
	不良反應
	接種部位可能有發紅、疼痛或腫脹等局部反應。可能有輕微的發燒，偶有發生高燒、抽搐之現象。接種後5-26天於注射部位或身上可能出現類似水痘的水泡。
	警語/注意事項
	與自然感染水痘病毒一樣，疫苗的病毒可能潛伏在體內，在免疫功能低下時，病毒再活化而表現成帶狀疱疹。
	先前接種本疫苗或對本疫苗任何成分曾發生嚴重過敏反應者。已知患有嚴重免疫缺失者（包括嚴重免疫不全的愛滋病毒陽性個案、先天性免疫缺失症與白血病、淋巴癌等惡性腫瘤病人或接受化療、免疫抑制藥物治療及高劑量類固醇者）。
	孕婦。接種疫苗後的一個月內亦應避免懷孕
	ZOSTAVAX® 0.65ml/vial<IZOS>
	臨床適應症
	預防50-79歲之成人帶狀疱疹(皮蛇)
	劑量
	SC,目前並不確知接種ZOSTAVAX後之保護效果的持續時間。在帶狀疱疹預防研究(SPS)中，已證實4年追蹤期的保護效果。再次接種的必要性尚未確立。
	不良反應
	頭痛、紅斑、投藥部位(疼痛、腫脹、搔癢)
	警語/注意事項
	1.曾對此疫苗的任何成分(包括明膠)產生過敏反應。2.曾對Neomycin(每劑泡製後的疫苗含有微量的 Neomycin)產生過敏/類過敏反應。3.因下列疾病而呈現原發性或後天性的免疫不全狀態：急性與慢性白血病、淋巴瘤、其他會侵犯骨髓或淋巴系統的疾病、HIV/AIDS所引起的免疫抑制、細胞性免疫功能不全。4.免疫抑制治療 (包括高劑量的皮質類固醇) 。5.未經治療的活動性結核病。6.懷孕。
	Rotarix Live® 1.5ml/oral syringe <IROTA>
	臨床適應症
	劑量
	不良反應
	警語/注意事項
	禁忌
	1.先前曾在接種 Rotarix 疫苗之後發生過敏反應者，或已知對此疫苗之任何成分過敏者。
	2.不可用於未經矯正的胃腸道畸形，因其會使胃腸道較容易發生腸套疊。
	3.已知或疑似免疫功能缺陷（immunodeficiency）的嬰兒。
	Iopamiro-300®612.4g/ml/100ml/bot <IIOPA100>
	臨床適應症
	神經造影術、血管造影術、尿路造影術
	靜注或靜脈點滴之方式給予 神經造影術：腦池及腦室X光造影、脊髓脊神經根X光造影：濃度 200-300 mg I/ml，5-15 ml。 尿路造影術：此項檢查之推薦劑量為 30-50 ml。 血管造影術： 1.腦動脈X光造影：濃度 300 mg I/ml，5-10 ml(bolus)。 2.選擇性內臟動脈X光造影：濃度 300-370 mg I/ml. depending on examination。 3.末梢動脈X光造影：濃度 300-370 mg I/ml，40-50 ml。 4.靜脈X光造影...
	頭痛、嘔吐、噁心、注射部位疼痛、臉頰發熱、心跳徐緩、全身性低血壓。
	警語/注意事項
	可能發生過敏反應或藥物性休克。孕婦及甲亢患者須由醫師確認有使用需要,方能使用含碘照影劑
	禁忌: 多發性骨髓瘤、嚴重肝腎機能不全,癲癇
	PPDC
	PPD RT Tubercullin 2TU/0.1ml,1.5ml/vial<IPPD>
	臨床適應症
	TB test
	劑量
	Diagnostic: Intradermally, 0.1 mL observation for 48-72h
	不良反應
	注射部位(疼痛、刺激、搔癢)
	Leucovorin CalciumC
	Calife®  15mg/tab <OCALI>
	Covorin® inj 50mg/5ml/amp <ICOV>
	臨床適應症
	加強5-Fu的抗癌作用 ; 葉酸拮抗劑之解毒劑
	劑量:
	↑5-FU activity IVD 200-350mg/m²
	PO, IM, IV(rate＜160mg/min)
	Toxicity : 5-15mg/d × 3d or until blood counts normal
	MTX Toxicity:
	1.Non-cancer dose:10-20mg q6h × 3-5d
	2.Cancer dose : 100mg/ m² q3-6h≧3d or
	until MTX＜0.01μM/ L
	High dose MTX rescue
	不良反應
	過敏反應,蕁麻疹
	Anexate® 0.5mg/5ml/amp <IANEX>
	臨床適應症
	麻醉及加護病房時反轉benzodiazepine的中樞鎮靜作用
	劑量
	Adult : IV 0.2mg up to total dose≦1mg
	Child : IV 0.01mg/kg (max:0.2mg) up to total 0.05mg/kg ,max : 1mg
	Onset:1-5min    Duration:20-120min
	不良反應
	N/V ,flushing,dizziness,headache,arrhythmia,seizure
	警語/注意事項
	當Anexate用於混合藥物過量的情況下，必須特別的小心謹慎，因為其他藥物（特別是環狀抗憂鬱劑）服用過量引起的毒性作用（例如抽搐痙攣和心律不整），可能會因為benzodiazepines的作用被Anexate反轉而浮現出來。
	Flumazenil不能用在已知有癲癇病史或疑似TCA過量的病患身上。
	AcetylcysteineB
	Fluimucil A®600mg/tab<OFLUI>
	臨床適應症
	Acute acetaminophen toxicity
	劑量
	Load: 140 mg/kg PO once
	Maintenance: 70 mg/kg PO every 4 hours for 17 doses
	不良反應
	N/V,stomatitis,rhinorrhea,headache, urticaria,chill,fever
	Fluimucil A®:口服發泡錠劑
	NaloxoneB
	Naloxone®0.4mg/1ml/amp <INARC>
	臨床適應症
	麻醉藥品過量之解毒劑。
	劑量IV, IM, SC
	已知或疑似麻醉葯品使用過量
	Adult: IV 0.4mg-2mg 若未達到預期復甦效果於投藥後隔2-3分鐘重複給藥若投與10mg 仍未有反應宜考慮是否非為鴉片類藥品引起之中毒.
	Child: IV 0.01mg/kg 若未改善可追加投與0.1mg/術後發生鴉片類藥品抑制0.1-0.2mg (0.01mg/kg) q2-3min
	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流汗，心搏過速，高血壓，痙攣
	Carbomix®61.5g/Bot<OCARB>
	臨床適應症
	緊急治療藥物或化學品中毒
	劑量
	加入蒸餾水到標籤上之紅色線（50公克瓶裝約加400ml）後徹底搖勻。
	成人及12歲以上兒童:使用50-100g懸浮液,然後每4-6小時再服用20g
	12歲以下兒童:1g/kg
	不良反應
	黑便,便秘,腹瀉
	警語/注意事項
	活性碳對氰化物、鋰鹽、甲醇、鐵鹽中毒無效。
	DigoxinC
	Lanoxin® 0.5mg/2ml/amp <ILANO>

	AdenosineD
	Adenocor®6mg/2ml/vial <IADENO>

	Amiodarone HClD
	Cordarone® 150mg/3ml/amp<ICORD>

	Mexiletine HClC
	Meletin ®100mg/cap <OMELE>

	Amlodipine BesylateC
	Norvasc® 5mg/tab <ONORV>

	NifedipineC
	Adalat OROS® 30mg/tab <OADAL>
	Nifedipine S.R.F.C.® 30mg/tab <ONIFED>

	FelodipineC
	LacidipineC
	LercanidipineC
	Diltiazem HClC
	Herbesser® 30mg/tab <OHERB>
	Cardizem Retard® 90mg/tab <OCAR>
	Progor®180mg/tab <OPROG>

	Isosorbide DinitrateC
	Isosorbide-5-MononitrateC
	Nitroglycerin SLC
	NicorandilUnknown
	DobutamineB
	DopamineC
	Gipamine® 600 mg/200ml/bag <IGIPA>
	臨床適應症

	EphedrineC
	NorepinephrineC
	臨床適應症

	EpinephrineC
	Bosmin® 0.1% 500 ml /bot <EBOSM>

	Glycerin/ Fructose/NACLUnknown
	Amtrel® 10/5mg<OAMTR>

	CaptoprilD
	Apo-Capto®12.5mg/tab <OAPO>
	Apo-Capto® 25mg/tab <OAPOC>

	Conjugated EstrogensX
	Estromon® 0.625mg/tab <OESTR>

	ProgesteroneB
	Progesterone® 50mg/ml/amp<IPROGE>

	X
	DanazolX
	Danol® 200mg/tab <ODANO>

	FinasterideX
	Proscar® 5mg/tab <OPROS>

	Ergometrine MeleateX
	Ergometrine® 0.2mg/tab <OERGOM>

	OxytocinC
	Oxocin® 10 IU/1 ml /amp < IOXYT>


	70mg, Colecalfero140mcgC
	Fosamax plus® 70mg/tab <OFOS>
	Ibandronic acidC
	Bonviva® 3mg/3ml <IBON>

	Disodium Clodronate (Tetrahydrate)C
	Sinclote® 400mg/tab <OSINCL>

	DenosumabX
	Prolia® 60mg/1ml/syringe <IPRO>

	OfloxacinC
	Tarivid ® Otic Solution 3mg/ml, 5 ml <ETARI>

	Gentamicin SulfateC
	Gendermin ® oph oint 3mg/gm, 5gm<EGEND>
	Gentamicin ® Eye Drops 3 mg/ml,5 ml solution <EGENTA>

	PirenoxineN/A
	Kary Uni® Oph. Suspension 0.05 mg/ml,5 ml <EKARY>

	FluorometholoneC
	Flucason® 1mg/ml, 0.1% 5 ml<EFLUCAS>

	Tobramycin, DexamethasoneC
	Tobradex® 5 ml<ETOBR>
	-每1ml含Tobramycin 3 mg + Dexamethasone 1 mg

	CarbomerN/A
	Ginsol Gel® 2 mg/gm, 10 gm<EGINS>

	Dorzolamide, Timolol Maleate C
	Cosopt ® 5 ml <ECOSO>
	-每1ml含Dorzolamide 20 mg, Timolol Maleate 5 mg

	Travoprost, Timolol C
	DuoTrav® Eye Drops 2.5 ml <EDUOT>
	-每1ml含Travoprost 0.04 mg/ml,Timolol 5 mg/ml, 2.5 ml

	Travoprost 0.04 mg/ml, 2.5 mlC
	Travatan ® Oph Sol'n 0.04 mg/ml, 2.5 ml <ETRAV>

	BetaxololC
	Betoptic-S® 0.25% oph suspension 2.5 mg/ml,5 ml<EBETO>

	PilocarpineC
	Isopto carpine ® 2% 20 mg/ml,15 ml <EISOP>

	Carbachol C
	Miostat ® 0.01%/1.5 ml <EMIOS>

	Tropicamide C
	Mydrin-M ® 0.4%; 4 mg/ml,5ml/bot <EMYDRM>

	Tropicamide, Phenylephrine HClC
	Mydrin-P ® 0.5%,10 ml/bot <EMYDRP>
	-每1ml含Tropicamide 5mg/ml,Phenylephrine HCL 5mg

	Pemirolast PotassiumC
	Alegysal ® Oph.Solution 1 mg/ml, 5 ml <EALEG>

	C
	Engene ® Eye Drop 10 ml <EENGE>

	Neostigmine MethylsulfateC
	Showmin ® eye drops 0.01%,0.1 mg/ml,10 ml <ES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