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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用藥安全資訊

I.1. Fluoroquinolone 罕見造成主動脈瘤破裂或剝離 毛志民藥師
食藥署 1 月 24 日發布「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
表」
，援引 2018 年 12 月 20 日美國 FDA 評估不良事件通報資料庫（FAERS）
及藥物流行病學研究後發現，全身性作用(口服或注射)的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可能增加罕見但嚴重的主動脈剝離或主動脈瘤破裂的風險，而
導致危及生命的出血，甚至死亡。因此提醒醫療人員注意：除非沒有其
他適合的治療計畫，應避免處方 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於具主動脈瘤
或具主動脈瘤風險的病人，包括：具周邊動脈粥狀硬化血管疾病病史、
高血壓、與血管病變相關的特定遺傳性疾病(如：Marfan syndrome 與
Ehlers-Danlos syndrome)及老年人。
主動脈瘤生長的徵兆和症狀依其在主動脈血管中的位置而異，可能包括：
胃部有跳動、悸動感；背部或胃部側面深度疼痛；持續數小時或數天的
胃部持續性疼痛；下顎、頸部、背部或胸部疼痛；咳嗽或聲音嘶啞；呼
吸短促、呼吸或吞嚥困難。
因此，醫療團隊可提醒病人若胃部、胸部或背部出現突然、嚴重且持續
性疼痛時，應立即前往醫院急診室或撥打 119 以尋求緊急醫療協助。
I.2. Alemtuzumab 罕致中風及腦頸動脈剝離 毛志民藥師
食藥署 1 月 17 日，食藥署發布「Lemtrada® (Alemtuzumab)藥品安全資訊」
註

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曾有病人於接受 Lemtrada®治療後發生缺血性或出血性中風、腦頸動
脈剝離之罕見但嚴重的不良反應通報案例。這些不良反應症狀大多發
生在施打後 1 天內，但也可能出現在施打後不久的幾天內。
2. 醫療人員應在每一次施打 Lemtrada®時告知病人及其照護者若出現中
風或腦頸動脈剝離相關症狀，應立即尋求緊急醫療處置。
中風或腦頸動脈剝離相關症狀查檢：
 突發性臉部、四肢出現麻木感或無力感，尤其是僅發生於身體的單一
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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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發性意識不清、說話困難或對於話語有理解困難的情形。
 突發性單側或雙側視覺障礙。
 突發性行走困難、暈眩、失去平衡或失去肢體協調性。
 突發性嚴重頭痛或頸部疼痛。
3. 因為初期症狀(如頭痛和頸部疼痛)不具特異性，當病人主訴之症狀符
合前述狀況時應立即進行評估。
4. Lemtrada®亦可能導致其他嚴重不良反應，包括：
 嚴重自體免疫問題，包含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和抗腎絲球基底膜病
變。
 嚴重輸注反應，例如呼吸困難、胸痛或紅疹。
 增加某些惡性腫瘤風險，包含甲狀腺癌、黑色素瘤和淋巴增生性疾病
及淋巴瘤。
註：高榮目前無此藥品

本主題節錄自衛生署發布之用藥安全資訊，以提醒本院同仁用藥時留
意。當醫療人員或病患疑似因為使用(服用)藥品導致不良反應發生時，
請立即於"線上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通報，本院藥物不良反應相關訊
息請參考藥學部網頁。
II. 醫藥焦點新聞
II.1. 2019 全球健康十大威脅 感染症過半 毛志民藥師
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 2019 全球健康 10 大威脅，包括空氣污染和氣
候變遷、如糖尿病、癌症及心臟病等非傳染病、全球流感大流行、易受
傷害的環境、細菌抗藥性、伊波拉及其他高危險病原體、貧乏的初級健
康照護、猶豫未打疫苗、登革熱和愛滋病毒。其中六項與感染症相關，
對居住在台灣的我們而言，空氣污染和氣候變遷、非傳染病、細菌抗藥
性、猶豫未打疫苗、登革熱和愛滋病毒已經是正發生的問題。
參考資料：Ten threats to global health in 2019. 2019/2/13 取自
https://goo.gl/2qjrLd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21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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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不願打疫苗 醫病溝通成關鍵 毛志民藥師
不願打疫苗上榜世界衛生組織(WHO)1 月公布 2019 全球健康 10 大威脅，
主要受到 1.自認不會得病、2. 對疫苗安全性信心不足、3.不容易取得疫
苗三大因素所影響。
1. 自認不會得病：通常對疫苗能預防疾病的感知風險低，即感染風險低
於施打疫苗風險，不認為施打疫苗是必要的預防措施。
2. 對疫苗安全性信心不足：近年來國際間興起「反疫苗運動」，儘管相
關事件已證實造假，但錯誤觀念仍持續誤導，導致如「麻疹」等可以
用疫苗預防的疾病重新開始流行。
3. 不容易取得疫苗：獲得疫苗的管道、價錢是否可負擔、接種服務覆蓋
度、方便等因素都會影響人們決定施打與否。衛生局在社區、賣場等
處設站施打公費流感疫苗便是增加方便性，國外社區藥局藥師能提供
施打疫苗服務亦著眼於此。
台灣 2018 年公費流感疫苗屢傳因肉眼可見的異物而回收，與前年相較少
了約 80 萬人施打，加上四價自費流感疫苗也供不應求，由截至今年 1 月
底的「季節性流感疫苗不良事件通報摘要報告」可知平均每十萬劑注射
後接獲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約為 3.4 件，略高於去年同期 2.2 件，所幸綜合
疫苗不良事件通報資料之評估結果，尚未觀察到須採取相關措施之安全
疑慮，但通報事件增加亦可能是大家對其安全性更加重視所致。
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學者阿梅什•阿達加(Amesh Adalja)博士建議，當患
者表示對疫苗施打感到猶豫時，應先了解其顧慮，並提供更多的藥品資
訊，以事實和證據說明為何疫苗是最好方案。
參考資料：
1. 蔡岳宏。疫苗猶豫成全球威脅 醫籲加強醫病溝通。健康醫療網。
2019/2/13 取自 https://goo.gl/nzkfnq
2. Medpartner。2019 年全球健康的 10 大威脅有哪些？快看看 WHO 怎麼
說！（台灣篇）2019/2/13 取自 https://goo.gl/u56a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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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網搜資料可預測服藥過量 毛志民藥師
2018 年 9 月《藥物和酒精依賴》(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期刊刊出
美國加州大學預測研究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Prediction
Technology, UCIPT)研究員利用 GOOGLE 網搜類鴉片相關的關鍵字和因
服用海洛英過量至急診總人次等數據，發展 9 種模型預測各區域服藥過
量程度，並發現較多的服藥過量案例和每個關鍵字的較高搜尋次數有
關。
儘管並非人人使用 GOOGLE 網搜；再者，如「紅糖」是海洛因的常用俗
稱之一，這模型是無法分辨該詞彙與食材名稱的差別，都是此研究之限
制。然而，對於目前沒有海洛因相關數據的地區，善用網搜數據建模可
能是估算海洛因使用趨勢變化是個既有價值又便宜的方法。作者認為使
用此法可以協助嗎啡類藥物中毒的解藥 naloxone 及時供應、有效管理美
國類鴉片藥物相關發病率和死亡率。
參考資料：Young SD, Zheng K, Chu LF, Humphreys K. Internet searches for
opioids predict future emergency department heroin admissions.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18;190:166-9.
II.4. ISMP 網站改版 瀏覽便易 行動無礙毛志民藥師
美國用藥安全作業協會 (the Institute for Safe Medication Practices,
ISMP)(網址 https://www.ismp.org/)網站改版，不但更方便使用者瀏覽各種
教育課程、工具和指引，並即時了解新出現的用藥安全問題等所需訊息，
還可在各式行動裝置使用。(如圖)
ISMP 是已有 30 年歷史的獨立非營利的慈善組織，與該國醫事人員和機
構、衛生主管機關、消費者和專業組織密切合作，提供有關用藥錯誤及
其預防的教育。此次網頁改版只是第一個階段，接著將著重於提高醫護
人員，消費者和藥物安全官方獲取救命安全信息的能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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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藥師們而言，該網站上
諸如高警訊藥品清單、易混淆
藥名、藥名大小寫改變(Tall
Man Letters)等許多用藥安全防
護或避免藥師調劑疏失的建議
作法，頗多值得我們參考或引
用；特別是對於用藥安全議題
關注者，ISMP 網站內容有如是
黑夜裡的一盞明燈。
參考資料：New ISMP Website
Offers Easier Navigation,
Enhanced Features. 2018/04/20
取自 https://goo.gl/9vwVwW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2069 期。
III. 民眾教育藥文
III.1.服用下架回收血壓藥有罹癌風險? 毛志民藥師
毫無疑問地，食藥署分別在去年(2018)數次發布使用「纈沙坦」(Valsartan)
原料藥中存在微量「亞硝基二甲基胺」(N-Nitrosodimethylamine, NDMA)
的國內藥廠藥品與批號，使用相同原料藥來源的各廠牌學名藥銷售美國
與歐盟等 20 餘國，登上今年藥品安全重大事件榜首應當之無愧；再者，
「吃了含有 NDMA 的降壓藥，會不會得癌症？」的疑惑，更令服用過藥
的患者憂心忡忡。
NDMA 其實是我們較熟悉的亞硝酸鹽類的化合物之一，只要二甲胺與亞
硝酸鹽在酸性條件下相遇便能反應生成，因此在體內也可能生成，並且
微量存在於醃製食品、鹹魚、乾酪、啤酒等酒精性飲料和菸草煙霧等多
種日常用品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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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西洋醃肉歷史，可見亞硝酸根與肉產生色素作用讓醃肉呈現粉紅色，
且風味特殊。美國農業部自 1925 年起規定醃肉中硝酸及亞硝酸鹽使用量，
然至 1970 年代才注意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1982 年會議中曾列出了可做
為替代品或部分取代的物質，隨著加工技術進步，今日食品中亞硝酸鹽
含量遠低於當時，但仍未找出可完全取而代之的單一物質或方法；再者，
儘管諸多如動物實驗等間接證據顯示可能致癌，但人類接觸亞硝酸鹽是
否會致癌始終沒有確切答案。
2018 年 7 月 27 日，美國藥政單位公告每天攝入 96 納克(10-9 g)對人體是
安全的，估計每天最高劑量（320 毫克(10-3 g)）連續 4 年服用這些受影響
藥品，每 8000 名患者中只會增加一例罹癌個案；8 月 2 日，歐洲藥物管
理局根據此雜質平均含量 60ppm，參考動物研究資料，以每天最高劑量
（320 毫克）連續 7 年服用這些受影響藥品粗估，每 5000 名患者中才會
增加一例罹癌個案。
9 月 13 日，《英國醫學期刊》刊登的丹麥研究，針對曾服用過「纈沙坦」
逾一年、年滿 40 歲、無罹癌病史者納入追蹤了 5150 位，經過個體貢獻
的暴露或未暴露的總時間的比例加權分析，服用過含 NDMA 雜質「纈沙
坦」3450 位、 3625 位則無，發現平均 4 到 6 年內，不論服用受 NDMA
雜質的「纈沙坦」與否，都沒有增加短期癌症病發的風險。
據悉抽菸者每日會接觸約 17 微克(10-6 g)的亞硝胺，是炸燻肉的百倍量，
對抽菸者而言，大抵是生活中攝入此物質的最大來源。然而，鑑於 NDMA
對動物體有致癌性，食藥署發布含此雜質藥品下架，並加強「纈沙坦」
原料藥之管理，要求製劑廠須逐批檢驗，未檢出此雜質始得供製造使用，
落實保障用藥安全；此外，國人服用「纈沙坦」多數僅達每天最高劑量
的一半，且國內選用相關原料藥時日較短，估計曾服用含 NDMA 雜質「纈
沙坦」者，攝入量是微乎其微，僅因服用過含此雜質藥品便導致罹癌的
風險理當更低，是故權衡血壓控制的好處，好好吃藥最重要。
※轉載自高雄榮總醫訊。2018;22(1):18。[文章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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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高榮藥品異動 2019.01.01-2019.01.31
狀態

林靖榕藥師整理

藥名

備註

新進藥品 Takepron Inj 30mg(Lansoprazole)

泰克胃通靜脈注射劑
新進藥品 Vitamin B Complex Inj 2ml(AMP)

複合維他命Ｂ注射液"安星"
取代 Vitamin B Complex Inj 1ml(AMP)
新進藥品 Moxetero Tab 400mg 摩克星膜衣錠 400 毫克

暫代 Moxifloxacin Tab 400mg(Avelox)
新進藥品 Pyrazinamide Tab 500mg "P.L“

匹井梭安錠 500 毫克"培力"
取代 Piramide Tab 500mg
新進藥品 Eraflu Cap 75mg(CDC) 易剋冒膠囊 75 毫克"永信"

取代 Tamiflu Cap 75mg(free CDC)

疾管
公費

新進藥品 5mg Aritero Tab 安立妥錠 5 毫克

取代並刪除 5mg Otsuka Abilify Tab
V. 藥師藝文園地
V.1. 〈科學假新聞對抗之路〉讀後感 毛志民藥師
接著〈假記憶〉及〈新聞、謊言、假影片〉文章後閱讀此文，認為科學
假新聞中又以健康相關議題最容易被隨意分享，益發肯定食品藥物管理
署官網中的「食藥闢謠專區」對於民眾正確知識撥亂反正的重要性。
誠如作者所述科學假新聞的難題有「生產過程」及「知識特質」兩類，
關係到個人科學素養及傳播媒介特性；再者，據觀察同樣的科學假新聞
每隔一段時日可能重出江湖，讓接觸到的人「溫故知新」而產生了三人
成虎的錯覺，便誤信以為真，出於善意地又轉發週知。因此，像是「科
學新聞解剖室」般由專業人員介入明辨真偽有其必要，加上網路搜尋的
便利性，必定有助於追尋真相者釐清事實。
＊轉載自科學人雜誌。2018 年 12 月。202: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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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含「藥」的歌 流行傳唱 毛志民藥師
身為藥師，經常三句話不離本行，在許多社交場合，不免需要高歌同樂，
含「藥」的歌，自然是歡唱首選。
粗略估算華語歌曲在歌名或歌詞裡含「藥」字的，已突破 500 首，可見
「藥」非常地接地氣。含「藥」字的詞彙中，以「解藥」居首，歌手堂
娜、李翊君、吳克群、陳奕迅、邰正宵、封茗囧菌等人皆以此歌名演唱
過；
「毒藥」緊追其後，童安格、李聖傑、那英、胡彥斌等歌手也都演唱
過此歌名；「無可救藥」則屈居第三高，以 2006 年歌手品冠專輯「愛到
無可救藥」為例，同名歌曲仍列入台灣點歌王歌單中。
此外，不論是「無藥可救」
、
「良藥」
、
「靈藥」
、
「特效藥」
、
「安眠藥」
、
「失
眠藥」、
「感冒藥」
、「減肥藥」
、「壯陽藥」、
「迷魂藥」
、「迷幻藥」等藥品
分類；抑或是「維他命」、
「百憂解」
、「保力達 B」、「盤尼西林」、「阿司
匹林」和「普拿疼」等藥名，都融入流行歌曲的旋律之中。
不光是西藥入歌，我們熟知的中藥材「人參」
、「當歸」
、「甘草」和「黃
芩」等也出現於歌詞內，可以 2009 年《福氣又安康電視原聲帶》收錄了
電視劇的主題曲－伍思凱演唱的「幸福藥草」為代表；收錄在 2006 年周
杰倫專輯《依然範特西》的「本草綱目」歌詞中更廣集馬錢子、決明子、
蒼耳子、蓮子、黃藥子、苦豆子、川楝子、當歸、山藥、當歸、枸杞、
鹿茸、龜苓膏、雲南白藥還有冬蟲夏草十餘種藥材。
隨著電影《我不是藥神》衝擊著許多人的思維，插曲「藥神之歌」成了
自學神曲，恰可應和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在 YouTube 上傳的「藥師之歌」
(https://goo.gl/LBfDrz

)、「熱情的藥師」(https://goo.gl/bJvgDX

)，

每逢藥師歡聚，我們可一起來引吭高歌 PK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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