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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藥通知 

1. 11H311 Gardasil 九價(0.5ml/V)嘉喜九價人類乳突病毒基因重組疫苗廠商缺藥，預計

恢復供貨時間未定，如恢復供藥則另行通知，現有藥品用完關檔，謝謝 

2. 藥號 24N027  Prazosin (1mg) 錠 (商品名：Minipress)，廠商結束代理停止供貨，現有

藥品用完關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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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Abilify Maintena 

藥品中文名 安立復美達持續性藥效肌肉注射用懸浮劑 

主成分名 Aripiprazole (400mg/V) 

藥品代碼 13A069 廠牌／代理商 台灣大塚製藥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治療成人的思覺失調症 

成人的第一型雙極性疾患維持治療之單一療法 

用法用量 

Abilify Maintena 的建議起始和維持劑量為每個月 400 毫克（至少在前一次注 

射的 26 天後投與下一個劑量）。 

對從未使用過 aripiprazole 的患者，建議在開始使用 Abilify Maintena 治療之前

須先確立其對口服 aripiprazole 之耐受性。由於口服 aripiprazole 之半衰期特

性，需要至少 2 週的時間，全面評估 aripiprazole 的耐受性。 

在 Abilify Maintena 第一個劑量注射後，須接受連續 14 天的口服 aripiprazole

（10~20 毫克），以確保在 Abilify Maintena 初始治療期間 aripiprazole 可達到

治療濃度。若患者已以其他的口服抗精神病藥物穩定治療（且已知可耐受

aripiprazole），在 Abilify Maintena 第一個劑量注射後，繼續接受連續 14 天的

口服抗精神病藥物，以確保在 Abilify Maintena 初始治療期間維持抗精神病藥

物的治療濃度。 

如投與 400 毫克的劑量發生不良反應，考慮減低劑量至每個月 300 毫克。 

可能的副作用 

抗精神病藥物惡性症候群、遲發性運動困難、新陳代謝變化、病態性賭博和

其他強迫性行為、起立性低血壓、白血球減少、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粒性白

血球缺乏症、癲癇發作、認知及運動能力受損、吞嚥困難、用於患有失智症

相關精神疾病的老年病患死亡率升高、腦血管不良反應 

用藥注意事項 

假如遺漏第二或第三個劑量: 

 如距離上一次注射已超過 4 週但小於 5 週，立即注射下一個劑量。 

 如距離上一次注射超過 5 週以上，立即注射下一個劑量並同時重新給與口

服 aripiprazole 14 天。 

假如遺漏第四個或是隨後的劑量: 

 如距離上一次注射已超過 4 週但小於 6 週，立即注射下一個劑量。 

 如距離上一次注射已超過 6 週以上，立即注意下一個劑量並同時重新給予

口服 aripiprazole 14 天。 

編號：1070509 



附有針頭保護套的 1.5 吋（38 mm）21 號安全針頭一支（非肥胖病人使用） 

附有針頭保護套的 2 吋（51 mm）21 號安全針頭一支（肥胖病人使用） 

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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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Mezavant EFC 

藥品中文名 "安適凡特"長效腸溶膜衣錠 

主成分名 Mesalazine 1200mg 

藥品代碼 21M137 廠牌／代理商 
吉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夏爾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誘導輕至中度活動性潰瘍性結腸炎之緩解及維持緩解作用 

用法用量 

成人(包含65歲以上之老年人) 

 誘導緩解(一般療程為6-8週)：每日一次、每次2.4 - 4.8公克，最高建議劑

量: 4.8公克。 

 維持緩解：每日一次、每次2.4公克。 

目前在18歲以下兒童尚缺乏安全性及有效性資料。 

尚未有針對肝腎功能不良病人族群之試驗資料。 

可能的副作用 腹痛、頭痛、腹瀉、噁心、肝功能檢測異常、肌酸酐清除率降低 

用藥注意事項 需與食物併服，不可咬碎或咀嚼。 

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1. 曾對乙醯水楊酸及其他水楊酸成分過敏者不能使用。 

2. 曾有使用Mesalazine製劑之病人發生極小變化之腎病變、急性/慢性間質性

腎炎及腎衰竭之腎功能不全報告，若已確定輕度至中度腎功能不全病人，

需小心使用。建議所有病人進入治療前都要先評估腎功能，並在治療期間

定期追蹤。 

3. 曾有已有肝疾病的病人服用含Mesalazine製劑發生肝衰竭的報告，肝功能

不全病人投與本品應特別小心。 

4. 由於Sulfasalazine與Mesalazine間存在交叉過敏反應的潛在危險，因此治療

對Sulfasalazine過敏病人要特別小心。 

5. 慢性肺功能不全病人(尤其是氣喘病人)，因有發生過敏反應的危險應密切

監測。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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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Omacor Soft Capsules 

藥品中文名 脂妙清軟膠囊 

主成分名 Omega-3- Acid Ethyl Esters 90  

藥品代碼 24O016 廠牌／代理商 五洲/科進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高三酸甘油酯(血)症 

用法用量 

起始治療每日兩次，每次 1 顆，餐後服用；若未達到適當之療效反應，可增

加至每日兩次，每次 2 顆,餐後服用。 

對於 Omacor 用於小孩及 70 歲以上老人無相關研究，對於腎或肝功能不全

患者亦無相關研究 

可能的副作用 便祕、腸胃不適、嘔吐、搔癢、皮疹 

用藥注意事項 

Omacor 是從數種魚類體內取得；目前尚不清楚對於魚類或甲殼類過敏的患

者，是否會增加對 Omacor 過敏反應之風險。已知對魚類或甲殼類過敏之患

者，應小心使用 Omacor 

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自費品項、以瓶計價、一盒 28 顆。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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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Belviq 

藥品中文名 沛麗婷膜衣錠 

主成分名 Lorcaserin(10mg) 

藥品代碼 26L061 廠牌／代理商 Arena Pharmaceutical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BELVIQ 是血清素 5-HT2c 受體致效劑，對成人身體質量指數(BMI)過高者於飲

食和運動控制後之長期體重輔助管理。適用之身體質量指數為: (1) BMI ≧ 30 

kg/m2 或 (2) BMI ≧ 27 kg/m2 且有一項與體重相關之疾病 (例如: 高血 

壓、血脂異常或第二型糖尿病)。 

用法用量 

建議劑量為一天兩次，早、晚各服用一錠，不可超過建議劑量。BELVIQ 可單

獨服用，亦可與食物倂服。使用達 12 週時，需進行療效的評估，如果體重 

減少未超過 5%，則建議停止服用 BELVIQ。 

可能的副作用 
血清素症候群或精神病藥物惡性症候群、心臟瓣膜疾病、認知損傷、精神疾

病、低血糖、心跳速率降低、血液檢查數值改變、泌乳素升高等。 

用藥注意事項 

1. 懷孕婦女禁用 BELVIQ 

2. 如為輕度的腎功能損傷，則無須調整 BELVIQ 劑量；如為中度的腎功能損

傷，則必需謹慎使用 BELVIQ。不建議重度腎功能損傷或末期腎病患者使

用 BELVIQ 

3. 如為輕度的肝功能損傷（Child-Pugh score 5-6），或中度的肝功能損傷

（Child-Pugh score 7-9），則無須調整 BELVIQ 劑量。目前尚未研究重度肝

功能損傷對 Lorcaserin 的影響，故此類患者須謹慎使用 

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自費品項、以盒計價、一盒 60 顆。 

藥品進用後刪除 Xenical ® (Orlistat;120mg/cap)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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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Alvolon 

藥品中文名 艾歐復隆膜衣錠 

主成分名 Diosmin 500mg 

藥品代碼 29D001 廠牌／代理商 美時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慢性靜脈功能不全之改善症狀(腿部疼痛與水腫)、改善痔瘡症狀。 

用法用量 

每日建議劑量為 2 錠（1 錠午餐時服用，1 錠晚餐時服用）。 

急性痔瘡發作：每日建議劑量為前 4 日每日 3 次，每次 1 錠，接下來 3 日期

間為每日 2 次，每次 1 錠。 

可能的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瀉、消化不良 

用藥注意事項 

1. 本品含 Lactose monohydrate，具有乳糖不耐症，乳糖酶（Lapp Lactase 

deficiency）缺乏或葡萄糖（Glucose）及半乳糖（galactose）吸收不良的

病人，不應服用本品。  

2. 本品用於治療痔瘡急性發作建議短期使用，症狀若未緩解，應重新評估

治療方式 。 

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自費品項、以盒計價、一盒 30 顆。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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