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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藥通知 

1. 11H286 Vaqta（Inactive hepatitis A vaccine 25u/0.5mL/V）自費唯德(25u)不活化 A

型肝炎疫苗廠商缺藥，預計恢復供藥時間為 12 月中旬，院內現有藥品用完後逕行鎖

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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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Requip PD 

藥品中文名 力必平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2 毫克 

主成分名 Ropinirole HCL 2mg 

藥品代碼 23R101 廠牌／代理商 葛蘭素史克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治療帕金森氏症。 

用法用量 

從 ropinirole 速放錠轉換成 ropinirole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病人使用 ropinirole 

速放錠治療並達到足夠且穩定的症狀控制效果之後，才可考慮讓他們轉換成 

ropinirole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病人或許可於隔夜後即可從 ropinirole 速放錠

轉換成 ropinirole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Ropinirole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的劑量

應視病人原先所使用之 ropinirole 速放錠的每日總劑量而定。從 ropinirole 

速放錠轉換成 ropinirole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的建議劑量如下表所示。如果病

人原先所使用之 ropinirole 速放錠的每日總劑量不同於下表中的常用處方劑

量，則應讓他們轉換成與下表中所列之現有 ropinirole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最

接近的劑量： 

Ropinirole 速放錠(ReQuip)的每日

總劑量(mg) 

Ropinirole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ReQuip PD)的每日總劑量(mg) 

0.75-2.25 2 

3-4.5 4 

6 6 

7.5-9 8 

12 12 

15-18 16 

21 20 

24 24 
 

可能的副作用 噁心,嘔吐,頭暈,頭痛,無力,運動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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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注意事項 

1. 以 ropinirole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的治療方式限用於：已使用 ropinirole 速

放錠劑達到穩定劑量，再以 1：1 方式轉換本品的帕金森氏症病人。 

2. 建議依據個別病人的療效與耐受性表現來調整劑量。Ropinirole 持續性藥

效膜衣錠應每日一次於同一時間服用。此錠劑必須整粒吞服，切勿咀嚼、

壓碎或剝半使用。此錠劑可與食物併服，亦可空腹服用。 

3. Ropinirole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並不建議用於 18 歲以下的孩童，因為目前

尚無安全性與療效的資料。 

4. Ropinirole 和嗜睡與突然睡著有關，尤其是巴金森氏症病人。在罕見情況

下，曾發生進行日常活動時突然睡著，在某些情況下為不自覺或無預警徵

兆。這點必須告知病人，並提醒在接受 ropinirole 治療期間，開車或操作

機器時必須小心。對於有嗜睡及/或突然睡著情形的病人，必須禁止開車

或操作機器。可考慮降低劑量或終止治療。 

5. 由於 ropinirole 的藥理學作用，對併有嚴重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應小心治療。 

6. 使用多巴胺製劑，包括 ropinirole 的病人曾有被通報出現衝動控制性症

狀，症狀包含強迫行為如病態性賭博、性慾高張、強迫購物以及暴飲暴食 

7. 有遺傳性 Galactose Intolerance, the Lapp Lactose Deficiency  或  Glucose – 

Galactose  Malabsorption 的病人不可使用本藥。 

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本院同成分有兩種劑量（另一品項為 23R077 Ropinirole 1mg）。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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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Bio-cal plus chewable tablets 

藥品中文名 滋骨加強咀嚼錠 

主成分名 
calcium phosphate tribasic 1203mg ( = calcium 450 mg), 

Cholecalciferol 330 IU 

藥品代碼 27B009 廠牌／代理商 台灣東洋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預防鈣質與維生素 D 缺乏症，如骨質疏鬆症 

用法用量 每日 2-3 錠、飯後使用，請嚼碎服用 

可能的副作用 使用大量磷酸鈣時，如同其他鈣鹽,可能引起便秘 

用藥注意事項 

1. 在每週或血鈣過多初次顯現時，應測定其血清中鈣濃度。 

2. 腎功能。腎功能不全及牛奶鹼性中毒症(mi|kalkalisyndrome)患者應小心使

用本藥。 

3. 鈣鹽可能增強洋地黃苷類對心臟之作用。鈣鹽與四環素同時服用時亦可能

干擾四環素之吸收 

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健保不給付，需自費使用。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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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Trajenta Duo 

藥品中文名 糖倍平 膜衣錠 

主成分名 Linagliptin 2.5mg / metformin 850 mg 

藥品代碼 27L077 廠牌／代理商 臺灣百靈佳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與飲食控制及運動配合治療，藉以改善下列第 2 型糖尿病成人患者的血糖控

制效果:(1) 已在合併使用 linagliptin 與 metformin 治療且受到良好控制效

果的患者、 (2) 單獨使用 metformin 未能達到適當控制效果的患者、以及 (3) 

與 sulphonylurea 併用 (亦即三重合併療法)，用於治療使用最高耐受劑量之 

metformin 與 sulphonylurea 仍未能達到適當控制效果的患者。 

用法用量 

1. TRAJENTA DUO 的劑量應根據有效性及耐受性進行個人化之調整，但不

可超過最高建議劑量（2.5 mg linagliptin／1000 mg metformin 

hydrochloride，一天兩次）。 

2. 建議的初始劑量： 

(1) 對於當前並未接受 metformin 治療的病患，初始劑量為 2.5 mg 

linagliptin/ 500mg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一天兩次。 

(2) 對於當前正接受 metformin 治療的病患，其初始劑量為 2.5 mg 

linagliptin 加上其當前使用的 metformin 劑量，一天兩次於用餐時

服用（例如，目前正在接受 metformin 1000 mg[一天兩次]治療的病

患，其初始劑量為 2.5 mg linagliptin/1000 mg metformin 

hydrochloride，一天兩次於用餐時服用）。 

(3) 當前正接受 linagliptin 及 metformin 個別成分藥物治療的病患

可轉用含相同劑量之兩種成分的 TRAJENTA DUO 

可能的副作用 急性過敏、乳酸中毒 

用藥注意事項 

1. TRAJENTA DUO 須一天兩次、於用餐時服用。劑量調整應採漸進式，以降

低 metformin 引發的腸胃（GI）副作用。 

2. 出現水泡或糜爛時，應就醫。 

3. 發生不明原因換氣過度、心跳緩慢或不規律或者持續性嚴重腹痛時，請停

藥並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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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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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RELVAR ELLIPTA 

藥品中文名 潤娃易利達乾粉吸入劑 

主成分名 Fluticasone 99mcg /Vilanterol 22mcg 

藥品代碼 35R007 廠牌／代理商 GSK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1.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維持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之氣道阻塞症狀

的維持治療。降低有惡化病史患者之 COPD 惡化。 

2. 氣喘的治療：治療適合使用吸入型皮質類固醇及長效 β2作用劑合併治療

的 18 歲及以上氣喘患者。 

用法用量 

慢性阻塞性肺病： 

1. RELVAR ELLIPTA 92/22 應以每天吸入一次的方式投藥。最大建議劑量為

RELVAR ELLIPTA 92/22 mcg (遞送劑量)每天吸入一次(只有該劑量適合用於

治療 COPD)。 如果在兩次用藥之間出現呼吸急促症狀，應使用吸入性短

效型 β2 腎上腺素作用劑(救援治療藥物，如 albuterol)，以獲得立即的緩

解效果。  

氣喘： 

1. 如果在兩次用藥之間出現氣喘症狀，應使用吸入性短效型 β2 腎上腺素作

用劑(救援治療藥物，如 albuterol)，以獲得立即的緩解效果。  

2. 建議起始劑量是 RELVAR ELLIPTA 92/22 或 RELVAR ELLIPTA184/22 每次吸入

一單位劑量，每天一次。最大建議劑量為 RELVAR ELLIPTA 184/22 (遞送劑

量)，每次吸入一單位劑量，每天一次。  

3. 起始劑量應取決於患者的氣喘嚴重度。患者先前若接受含低劑量至中劑量

皮質類固醇的療法，應考慮使用 RELVAR ELLIPTA 92/22。患者先前若接受含

中劑量至高劑量皮質類固醇的療法，應考慮使用 RELVAR ELLIPTA 184/22。 

可能的副作用 胸痛，頭痛，腹瀉，過敏反應 

用藥注意事項 

1. RELVAR ELLIPTA 並不適用於緩解急性支氣管痙攣 

2. RELVAR ELLIPTA 應以每天吸入一次的方式投藥，且僅可經口吸入。吸入之

後， 患者應用水漱口，且不可吞下，這是為了幫助降低發生口咽念珠菌

病的風險。  

3. RELVAR ELLIPTA 應每天於相同時間投藥。每 24 小時不可使用 RELVAR 

ELLIPTA 超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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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自藥盒中取出之後，本品在 30°C 以下的環境最久可存放 1 個月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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