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新進藥品新進藥品新進藥品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Jakavi 

藥品中文名 捷可衛錠 

主成分名 Ruxolitinib 5mg 

藥品代碼 20R049 廠牌／代理商 台灣諾華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適用於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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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接受 hydroxyurea治療後有抗
藥性或無耐受性的真性紅血球增多症患者。 

用法用量 

1. 對血小板計數介於 100,000 和 200,000/mm3 之間的患者，Jakavi 的建
議起始劑量為 15 毫克每日口服兩次，對血小板計數>200,000/mm3 的
患者則為 20 毫克每日兩次。對血小板計數介於 50,000 和 100,000/mm3 

之間的患者，由於現有的資料有限，因此無法提供起始劑量方面的建
議。這類患者的最高建議起始劑量為 5 毫克每日兩次，之後並應小心
調整劑量。 

2. Jakavi 的最高劑量為 25 毫克每日兩次。 

可能的副作用 肝功能異常,貧血,頭痛,腹部不適 

用藥注意事項 

1. 輕度或中度腎功能不全的病患，不需要特別調整劑量。對嚴重腎功能不全
( 肌酸酐廓清率(Clcr) 低於30 毫升/ 分鐘) 的骨髓纖維化病患，應依據血
小板計數將建議起始劑量降低約50%，以每日兩次的方式投予。嚴重腎功
能不全的真性紅血球增多症患者的建議起始劑量為5毫克，每日兩次。 

2. 對任何程度的肝功能不全病患，應依據血小板計數將建議起始劑量降低約
50%，並以每日兩次的方式給予。維持劑量應依據小心監測病患的安全性
和療效後調整。應小心監測安全性與療效結果，以調整維持劑量。對於肝
功能不全的患者，在接受 Jakavi 治療開始的六週內，應至少每隔一到兩
週，進行全血細胞計數，包括白血球細胞分類計數；肝功能和血細胞計數
漸趨穩定後亦須視臨床需要進行全血細胞及白血球細胞分類計數檢測。據
此，可以調降Jakavi 劑量，以減少血球低下症的風險。 

3. 兒童：Jakavi 用於18 歲以下兒童病患的安全性與療效尚未確立。 

4. 老年人：對老年病患，不建議額外調整劑量。 

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Jakavi 應口服給藥，且可與食物併服，亦可不與食物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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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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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新進藥品新進藥品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Zulitor 

藥品中文名 平脂膜衣錠 

主成分名 Pitavastatin 4mg 

藥品代碼 24P089 廠牌／代理商 友霖生技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及混合型血脂異常 

用法用量 

成人每日一次口服 Pitavastatin 1~2mg。劑量可依年齡、症狀作適當增減，

低密度膽固醇值(LDL-C)降幅不足時可調升劑量，每日最高服用劑量為

4mg。 在 Pitavastatin療程開始後或逐步調整劑量時，應於 4週後檢測血脂

濃度並據以調整劑量。  

可能的副作用 

紅斑、發疹、搔癢、乾嘔、噁心、胃部不適、下痢、AST(GOT)上昇、ALT(GPT)

上昇、 γ-GTP上昇、ALP上昇、LDH上昇、CK(CPK)上昇、肌肉疼痛、 無

力感、頭痛、頭重感、麻痺、目眩、倦怠感、頭重感、麻痺、目眩 肌肉痙攣 

緊繃、嗜睡、失眠、睪固酮低下、貧血、抗核抗體陽性 

用藥注意事項 

1. 中、重度腎功能不全(腎絲球濾過率分別為 30-59 mL/min/1.73m2 及

15–29 mL/min/1.73m2 )及正接受血液透析的末期腎臟病患者，

Pitavastatin起始劑量應為每日一次 1mg，最高劑量為每日一次 2mg。 

2. 服用 Erythromycin的患者，Pitavastatin每日單次劑量不可超過 1mg 

3. 服用 Rifampin的患者，Pitavastatin每日單次劑量不可超過 2mg。 

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Pitavastatin每日一次劑量超過 4mg時會增加罹患嚴重肌肉病變(myopathy)的

風險。Pitavastatin每日單次劑量請勿超過 4mg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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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6P010 Metoclopramide 10mg/2ml針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

如已無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Pulin Imperan 

藥品中文名 普林注射液 英百朗注射液 

主成分名 Metoclopramide 10mg/2ml 

廠牌／代理商 永信 南光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預防嘔吐、逆流性消化性食道炎，糖尿病引起之胃腸蠕動異常  

舊藥 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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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3A060 Lorazepam 0.5mg錠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

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Lowen Ativan 

藥品中文名 樂穩 錠 安定文錠 

主成分名 Lorazepam 0.5mg 

廠牌／代理商 中化 美商惠氏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焦慮失眠 

舊藥 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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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3N053 Nordazepam 5mg錠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

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Calmday Nargin 

藥品中文名 康眠定糖衣錠 納靜膜衣錠 

主成分名 Nordazepam 5mg 

廠牌／代理商 SANICO N.V./吉富 萬宇康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焦慮、緊張所引起的精神障礙 

舊藥 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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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3R027 Risperidone 2mg錠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庫

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ANXILET Perisdone 

藥品中文名 悠寧膜衣錠 普利思妥 膜衣錠 

主成分名 Risperidone 2mg 

廠牌／代理商 永信 皇佳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精神分裂症之相關症狀，雙極性疾患之躁症發作。治療失智症病人具嚴重
攻擊性，或精神分裂症類似症狀。 

舊藥 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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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4G010 Ginkgo Biloba Extract (40mg)錠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

牌如已無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Ginkgocentrate  Schnin 

藥品中文名 杏銀膜衣錠 享寧膜衣錠 

主成分名 Ginkgo Biloba Extract 40mg 

廠牌／代理商 杏輝 中化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末梢血行障礙 

舊藥 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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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39M029 Menthol oil (450ml/BT)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

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Peppermint oil Oleum Menthae 

藥品中文名 薄荷油 

主成分名 Menthol oil 

廠牌／代理商 洸洋 瑞升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芳香健胃驅風 

舊藥 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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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39A128 Azelaic Acid Cream 30gm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

無庫存即進行更換，變更為壽元廠牌 39A255 Azelaic Acid Cream 12gm，說明如下，謝

謝!! 

 

藥品代碼 39A128 39A255 

藥品英文名 Leo Azel 

藥品中文名 蜜可舒乳膏 思媚乳膏 

主成分名 Azelaic acid 20%, 30 g/tube Azelaic Acid Cream 12gm 

廠牌／代理商 順生 壽元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尋常性痤瘡。 

舊藥 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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