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Humira 

藥品中文名 復邁注射劑 

主成分名 Adalimumab 40mg 

藥品代碼 10H006 廠牌／代理商 艾伯維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癬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克隆氏症、乾癬、 

潰瘍性結腸炎、腸道貝西氏症、化膿性汗腺炎、幼年型自發性多關節炎 

小兒克隆氏症、葡萄膜炎。 

用法用量 

1. 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癬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每隔一週 40 mg 

2. 成年乾癬：初始劑量 80 mg，1 週後開始每隔一週注射 40 mg 

3. 中度至重度潰瘍性結腸炎：第 0 週注射 160 mg、第 2 週注射 80 mg，

之後每兩週皮下注射 40 mg 

4. 成年克隆氏症、腸道貝西氏症：第一天 160 mg、第 15 天 80 mg、第

29 天起每兩週給予 40 mg 

5. 成人化膿性汗腺炎：第一天 160 mg、第 15 天 80 mg、第 29 天起每週

給予 40 mg 

6. 幼年型自發性多關節炎： 

患者 (2 歲及以上) 劑量 

10 公斤至<15 公斤 每隔一週 10 mg 

15 公斤至<30 公斤 每隔一週 20 mg 

≥ 30 公斤 每隔一週 40 mg 

7.  小兒克隆氏症(6 歲以上的小兒患者)： 

體重 第 1 天 第 15 天 第 29 日 

17 公斤至<40 公斤 80mg 40mg 每兩週注射 20mg 

≥  40 公斤 160mg 80mg 每兩週注射 40mg 

8.  葡萄膜炎：初始劑量 80 mg， 1 週後開始每兩週注射 40 mg。 

可能的副作用 注射部位反應、呼吸道感染、頭痛、腹痛、噁心嘔吐、紅疹、肌肉骨骼疼痛。  

用藥注意事項 

1. 感染發作期間的患者不應開始 Humira 的治療，包括慢性或局部感染。 

2. 如果診斷患有活性結核病，則不應開始 Humira 的治療；如果診斷患有

潛伏性結核病，應於 Humira 的治療開始前依當地建議給予適當的抗結

核病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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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 HBV 感染風險的患者，在開始以 TNF 拮抗劑治療前應評估其是否有

HBV 感染的證據。 

4. 如果患者在使用 Humira 治療後產生疑似類狼瘡 (lupus-like) 症狀時，

應停止治療。 

5. 在老年族群(>65 歲)大致有較高的感染發生率，所以在治療老年人時應

小心謹慎。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7.3.27 



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Orencia 

藥品中文名 恩瑞舒凍晶注射劑 

主成分名 Abatacept 250 mg 

藥品代碼 10O089 廠牌／代理商 必治妥施貴寶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類風濕性關節炎、幼年型慢性關節炎 

用法用量 

1. 類風濕性關節炎：<60 kg：500mg、60 至 100 kg：750mg、>100 kg：

1000mg，依上述建議劑量以持續 30 分鐘 IV 給藥，開始給藥後，應在

第一次輸注後的第 2 及 4 週後給藥，此後每 4 週給藥一次。 

2. 幼年型慢性關節炎：6 至17 歲且體重未達75 kg 的幼年型慢性關節炎患

者，建議劑量為10 mg/kg，並於每次投藥根據患者體重計算劑量。兒童

患者的體重達到75 kg 或以上時，則按照成人劑量處方給藥，但最大劑量

不能超過1000 mg。 

可能的副作用 頭痛、上呼吸道感染、鼻咽炎、噁心 

用藥注意事項 

1. 未接受有效抗病毒藥物治療之活動性 HBV 或 HCV 感染症病患，不建議

用 Orencia 治療。對於需用 Orencia 治療的 HBV 帶原者或 HCV 慢性

病患，應於整個治療期間密切監視其活動性 HBV 與 HCV 的實驗室徵

兆，並視需要給予有效的抗病毒藥物治療。 

2. 嚴重或是無法控制的感染，包括敗血症或伺機性感染，急性病毒性肝炎、 

3. 肺結核、擴散性結核等禁止使用。 

4. 接受 Orencia 治療的患者或可同時接受除了活毒疫苗之外的疫苗接

種，活疫苗不可與 Orencia 同時投予，也不可以在停用 Orencia 後的 3

個月內使用。建議幼年型慢性關節炎患者在開始接受 Orencia 治療前，

先按照現行之疫苗施打指引，完成所有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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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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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品項代號 26D031 Dulcolax（Bisacodyl 5mg）樂可舒腸溶錠變更包裝，說明如下，謝謝

~ 

 

藥品英文名 Dulcolax 

藥品中文名 樂可舒腸溶錠 

主成分名 Bisacodyl 5mg 

廠牌／代理商 臺灣百靈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暫時緩解便秘，診斷及手術前清腸。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藥劑部藥管組 107.3.27 

 

 

編號：1070322 

 



公   告 

品項代號 27A234 Glucobay （Acarbose 100mg）醣祿錠變更包裝，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Glucobay 

藥品中文名 醣祿錠 

主成分名 Acarbose 100mg 

廠牌／代理商 拜耳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之治療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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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品項代號 35B096 Bisolvon （Bromhexine 2mg/ml,50ml）氣舒痰液變更包裝，說明如

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Bisolvon 

藥品中文名 氣舒痰液 

主成分名 Bromhexine 2mg/ml, 50ml 

廠牌／代理商 賽諾菲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袪痰。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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