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ELIQUIS 

藥品中文名 艾必克凝膜衣錠 

主成分名 Apixaban 5mg 

藥品代碼 24E098 廠牌／代理商 輝瑞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用於成人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且有以下至少一項危險因子者預防發生

中風與全身性栓塞。危險因子包括：(1)曾發生腦中風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

(transient ishemic attack)，(2)年齡大於或等於 75 歲，(3)高血壓，(4)糖尿病，

及(5)有症狀之心衰竭 (NYHA Class ≧II) 。 在成人中治療深靜脈血栓(DVT)與肺

栓塞(PE)，以及預防深靜脈血栓與肺栓塞復發。 

用法用量 

 在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患者中預防中風和全身性栓塞：對大部份的患者

而言，ELIQUIS 的建議劑量為每日兩次每次口服 5 毫克。對併有至少兩種

下列特性的患者，ELIQUIS 的建議劑量為 2.5 毫克每日兩次：• 年齡≥80 歲• 

體重≤60 公斤• 血清肌酸酐濃度≥1.5 mg/dL 

 治療深靜脈血栓與肺栓塞：ELIQUIS 的建議劑量為每日兩次每次口服 10 毫

克治療最初的 7 天，7 天之後的建議劑量則為每日兩次每次口服 5 毫克。 

 預防深靜脈血栓與肺栓塞復發：經過至少 6 個月的深靜脈血栓或肺栓塞治

療後，ELIQUIS 的建議劑量為每日兩次每次口服 2.5 毫克 

可能的副作用 出血, 噁心, 血尿 

用藥注意事項 

對於無法吞服整顆錠劑的患者，可將 5 毫克及 2.5 毫克的 ELIQUIS 錠劑壓碎懸

浮於水中、5%的等張葡萄糖溶液(D5W)中、或蘋果汁中、或與蘋果醬混合，

然後立即以口服方式使用。此外，可將 ELIQUIS 錠劑壓碎懸浮於 60 mL 水中

或 5%的等張葡萄糖溶液(D5W)中，然後立即經由鼻胃管(NGT)投予。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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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Lixiana 

藥品中文名 里先安膜衣錠 

主成分名 Edoxaban 60mg 

藥品代碼 24L105 廠牌／代理商 台灣第一三共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1. 預防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NVAF)合併以下至

少一項危險因子之病患發生中風及全身性栓塞(systemic embolism)。危險因子

包括：鬱血性心臟衰竭、高血壓、年齡≧75 歲、糖尿病、先前曾發生中風或暫

時性腦缺血(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IA)。  

2. 在初始 5 到 10 日的非經腸道抗凝血藥物治療後，Lixiana 可用於治療靜脈栓塞

(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靜脈栓塞包括深層靜脈栓塞(Deep Vein 

Thrombosis； DVT)及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 

用法用量 

1. 預防中風及全身性栓塞：建議劑量為每日一次 Lixiana® 60 毫克。 

2. 治療 DVT、PE 建議劑量為接受至少 5 日非經腸道抗凝血劑(parenteral 

anticoagulant)注射治療後開始每日一次 Lixiana® 60 毫 克。 

3. 用於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NVAF)和靜脈栓塞

(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病患，如合併下列一項或多項臨床因素，建

議劑量為每日一次 Lixiana® 30 毫克： 

● 中度或重度腎功能不全(肌酸酐清除率[CrCL]為 15 - 50 毫升/分鐘)  

● 體重≤ 60 公斤  

● 併用 P 醣蛋白(P-gp)抑制劑，如：cyclosporine、dronedarone、erythromycin

或 ketoconazole 

可能的副作用 出血，皮疹，貧血 

用藥注意事項 1. 若有異常出血時應立即就醫.末期腎病或血液透析者不建議使用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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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7V028 Vit. B Complex 1ml 針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

庫存即進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B-Complex B-complex injection "Y.Y." 

藥品中文名 複方維他命Ｂ注射液 複合維生素-Ｂ注射液 

主成分名 

Nicotinamide 50mg 

Riboflavin 5mg 

Pyridoxine HCl 2mg 

Panthenol 5mg 

Nnicotinamide 30 mg 

Riboflavin 3 mg 

Pyridoxine 3 mg 

Thiamine 60 mg 

廠牌／代理商 台裕 應元 

衛生署核准適

應症 
腳氣病之治療與預防、食慾不振、神經炎、營養之補給、皮膚炎、溼疹、妊娠惡阻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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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1I036 I.N.A.H 100mg 錠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庫存

即進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Isoniazide I.N.A.H. 

藥品中文名 異菸生僉醯月井錠 「福元」異菸鹼醯月井錠 

主成分名 ISONIAZID 100mg 

廠牌／代理商 強生 福元 

衛生署核准適

應症 
肺結核、結核症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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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3D011 Flupentixol 0.5mg/Melitracen 10mg 複方錠劑年度招標變更

廠牌，原廠牌如已無庫存即進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Mocalm Fluxel 

藥品中文名 永康緒糖衣錠 福錄喜膜衣錠 

主成分名 Flupentixol 0.5mg/Melitracen 10mg 

廠牌／代理商 瑞士 皇佳/意欣 

衛生署核准適

應症 
焦慮症、憂鬱症。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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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33D044 Doxepin HCl Cream 50mg/g, 15gm 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

牌如已無庫存即進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Ichderm  Antidoxe  

藥品中文名 普膚乳膏 逗喜乳膏 

主成分名 Doxepin HCl  

廠牌／代理商 美時 十全 

衛生署核准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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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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