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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資訊

I.1. Cyproterone 與 Ethinyloestradiol 複方藥當心血栓 (毛志民藥師整理)
法國近期發布有關含 Cyproterone 與 Ethinyloestradiol 複方成分藥品[本院
品項為「黛麗安糖衣錠」(Diane-35)]之用藥安全警訊，說明因過去 25 年，
疑有 4 起使用該藥品發生血栓，導致死亡之通報個案，且目前已有其他
替代藥品，因此決定要求停止販售該藥品。
歐盟則表示將針對該藥品進行臨床效益及風險評估，並提醒病人在評估
結果出爐前，勿自行停止用藥。我國並無疑似使用該藥品導致血栓之通
報，且該處方藥品之仿單其「注意事項」刊載「使用該藥品與動脈、靜
脈血栓症及血栓性栓塞症如心肌梗塞、中風、深部靜脈栓塞症、及肺栓
塞等之罹患率的風險增加有關。且會隨下列因素會提高風險：年齡、吸
菸、有家族病史、肥胖、血清脂蛋白異常、高血壓、偏頭痛、心瓣膜疾
病、心房纖維顫動、長期不能活動、大手術、任何腿部的手術或重大創
傷；使用該藥品期間若偏頭痛的頻率增加或情況加重（可能是腦血管疾
病相關前兆） 可以馬上停藥」等內容。食品藥物管理局將蒐集國內外相
關資料評估。
醫師處方該藥品前應謹慎評估病人之病史及身體狀況，且處方藥品時，
亦應提醒病患，於服藥期間應注意出現血栓相關前兆症狀，如偏頭痛、
腿部疼痛或腫脹、胸部突然劇痛、突然呼吸困難、突然咳嗽、任何不尋
常或持續頭痛，如發現前述症狀時，應儘速回診原處方醫師。
參考資料：含 Cyproterone 與 Ethinyloestradiol 複方成分之避孕、痤瘡治
療藥品之用藥安全資訊。[20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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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請參考藥劑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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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藥物諮詢問答
II.1. Clopidogrel 健保給付之使用規定為何? (李季黛藥師)
1.限近期發生中風、心肌梗塞或週邊動脈血管疾病的粥狀動脈

硬化病

人，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使用。
(1)對 Acetylsalicylic acid (如 Aspirin)過敏。
(2)臨床診斷確定為 Acetylsalicylic acid (如 Aspirin)所導致之消化性潰瘍或
上消化道出血、穿孔病史者。需於病歷註明發生時間。
(3)最近一年內臨床診斷確定為消化性潰瘍者。病歷上應有明確消化性潰
瘍之典型症狀紀錄及發病時間。
(4)最近一年內經上消化道內視鏡檢查或上消化道 X 光攝影檢查證實消化
性潰瘍或發生上消化道出血、穿孔病史。需於病歷註明上消化道內視鏡
或上消化道 X 光攝影檢查時間。但對 Acetylsalicylic acid 無法耐受，且身
體狀況無法忍受內視鏡或消化道 X 光攝影檢查者（如 75 歲(含)以上罹有
中風、心肌梗塞、週邊動脈血管疾病的粥狀動脈硬化或長期臥床者）不
在此限。
2.置放金屬支架 3 個月內得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如 Aspirin)合併使用；
置放塗藥支架 6 個月內得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如 Aspirin)合併使用。需
於病歷註明支架置放手術之日期。
3.置放金屬支架後發生支架內再狹窄而施行藥物釋放型冠狀動脈氣球導
管者，1 個月內得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如 Aspirin)合併使用；置放塗藥
支架後發生支架內再狹窄而施行藥物釋放型冠狀動脈氣球導管者， 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如 Aspirin)合併使用期間可再延長 1 個月。
4.用於已發作之急性冠心症(不穩定性心絞痛和心肌梗塞)而住院的病人
時，得與 Acetylsalicylic Acid (如 Aspirin) 合併治療，最長 9 個月。需於
病歷註明住院時間。
II.2. 健康食品與藥物交互作用中文資訊如何查? (毛志民藥師)
藥物與食物的交互作用經常被民眾所輕忽或渾然不知，舉凡咖啡、茶、
果汁(尤其是葡萄柚汁)、牛奶等常見飲食，都可能在患者服藥期間因為吃
喝進入體內，與藥物短兵相接而影響藥物的吸收和代謝，造成治療效果
未達預期、發生藥物不良反應、甚者危害病人生命；幸運地是衛生署「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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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與藥品交互作用產生人體副作用」專案計畫委辦，食品與藥品交互作
用知識查詢平台(網址 http://tmu.ltc.tw/TMUFDA/)(圖一)可以提供臨床醫
師、藥師及營養師等醫事人員和民眾查詢國內核准健康食品與藥物之間
的交互作用。
此知識查詢平台係利用會員制度，建立個人化服務，您可以申請帳號(圖
二)，簡單地完成設定後，便可以免費享用「登錄健保用藥」
、
「藥食相剋即時通報」電子郵件通知等個人化服務。
檢索時可以「食物成分」
、
「併用藥物」
、
「使用建議」
、
「交互作用」和「文
獻出處」五種分類查詢，查詢結果中，警示類別分第一類至第四類，對
應的使用建議則依序為「勿使用」
、
「避免使用」
、
「斟酌使用」
，美中不足
地是第四類尚無建議。(圖三)
除了中文介面的可親性外，在查詢結果的「與藥品產生的交互作用」有
清楚的說明，讓閱覽者可以理解健康食品與藥物相互影響的結果，如果
意猶未盡，
「文獻出處」欄位中有明確的書目資料供參。此外，除了警示
類別欄外，其他欄位皆可以升羃或降羃排列，值得藥師們善加利用。

圖一、食品與藥品交互作用知識查詢平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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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申請帳號

圖三、食品與藥品交互作用查詢畫面
參考資料:食品與藥品交互作用知識查詢平台。
※轉載自 PST–國際交流暨資訊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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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醫藥焦點新聞
III.1. 高市藥事照護 民眾讚許力挺 (毛志民藥師)
高雄市藥師公會的藥師「高診次病患藥事居家照護」截至 101 年 11 月底
達到近七成的收案率，9 位藥師照護四百多位患者，已累積超過千次訪視
照護外，七月起協助衛生局進行長期照護個案居家藥事服務，建立銀髮
族長輩之正確用藥習慣，降低藥物引起之相關問題；目前長期照護之居
家藥事服務共服務失能個案 44 位，社區健康促進居家照護訪視 14 位。

無論是高診次病患藥事居家照護或長期照護居家藥事服務，藥師皆教導
患者或家屬依服用時間分裝，便利患者服用、協助處理過期或不使用藥
品等藥物整理、主動提供正確用藥指導、疾病照護衛教和發現處方用藥
相關問題並協助解決等服務。
會中並請三位患者及其家屬現身說法，皆感謝藥師的指導和協助，知道
發泡錠不能直接服用，也不是看病所領的藥都要放冰箱，更不能一口就
吞下一把藥；看不同的醫師可能會有重複用藥的問題等，尤其是葉爺爺
兩年前每月看病 20 次，今年起至今還不到 60 次，最令人印象深刻，顯
示社區藥局藥師的角色不容小覷，更期盼建立家庭藥師制度，讓藥師有
充足的時間與患者了解及溝通用藥。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1807 期。
5

意見回饋信箱

高 雄榮民 總 醫 院 藥 劑部

高雄榮總藥訊 2013 ; 22(2)

III.2. 為健保資源把關 大家加油！(毛志民藥師)
<<天下>>五一四期「廢藥檢收 為健保資源把關」
，報導高雄長庚創立廢
棄藥品減收排行榜和由院長設計之專用廢棄藥檢收箱展現具體成效，獨
到的藥品管理機制及諸多正面影響頗值得全國醫療院所學習及引用。
其中，處方系統計算患者日用藥量，提醒醫師重複開藥訊息的功能，早
在數年前各醫院便都有類似輔助功能，有的醫院系統可查核單張處方是
否重複，有的則可比對此患者在該醫院的門診、急診及住院的所有「目
前用藥」
；有些只是提醒醫師留意，有些則禁止醫師重複開立。但可以確
知大家這些做法的初衷都是想透過各種方式珍愛健保資源。
然而，許多患者可能 A 病看甲醫院，B 病看乙醫院，這些不同醫院的用
藥紀錄多半是醫院系統難以比對的部分，所幸健保 IC 卡載有近六次就醫
的用藥紀錄，需要醫師主動檢查，確認每位病人是否已在其他院所領過
相同或是同樣治療目的之藥品。
此外，儘管健保醫療費用審查制度亦可成功攔截諸如不符合支付標準或
給付規定的使用適應症或用法、用量等醫療使用，但終究木已成舟，藥
物也已經開立給患者。掃除浪費藥物的積習，其實人人有責；醫師開藥
當用則用，患者領藥時也需要藥師說明，學會如何正確用藥，了解使用
藥物對自身病情的好處，才會更願意好好配合服藥。
※ 轉載自天下雜誌 第 516 期。頁 14。[2013/02/06]
III.3. 展延效期「公費克流感」果真品質無虞? (毛志民藥師)
今年 1 月 31 日下午三點左右，蔡藥師細心與堅持結成硬塊的「”公費”克
流感膠囊」(批號：B1278B01U1)不宜給病童服用，經與高市衛生局疾病
管制處連絡(但承辦人休假)後，請蔡藥師繼續耐心撿選未結塊的膠囊分包
之，結果原本僅需要五粒「”公費”克流感膠囊」便可完成分包調配，卻
計有 24 粒膠囊內的藥粉結成硬塊；經向主任們報告，以藥物不良品通報
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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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聯絡上高市衛生局疾病管制處承辦人，她立即與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回報，並確定後續處理配套流程為：
「草擬一封敘述含數量、批號及照
片等不良品狀況之電子郵件，寄至高市衛生局疾病管制處承辦人處；不
良品寄回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第四組」
。
2 月 4 日上午又交班有 9 粒不良品，配合衛生局建議處理方式「每一盒「”
公費”克流感膠囊」中只要發現有一顆不良品，即連同該不良品及同一盒
其他未拆封藥物一併至於塑膠夾練袋封好」
，藥師們為了服務病童的用藥
需求，光是拆封、撥開膠囊就花了不少時間，累積的不良品數量也暴增。
是日，承辦人問：
「這結塊可以用磨粉機磨碎嗎?」我回答：
「據傳磨粉機
原本的設計是磨咖啡豆的，這結塊的藥粉當然可以磨得粉碎；但是，可
以磨得碎，和這藥物有沒問題是兩碼事，親眼所見應當是藥粉的卻形成
硬塊，藥師對藥效存疑是藥劑學的基本常識。」並代為提出藥師的質疑：
「發大人的克流感時是否該打開一顆 test 一下…還是照發?」
；所幸，下午
承辦人轉知衛署疾管局轉知，將高榮此批號未用藥物全數由物流公司代
為收回(計 9338 粒)，不良品合計 199 粒另寄回衛署疾管局。[粗估約 90
萬元左右]
自 2010 年 11 月中旬起便偶有媒體質疑末效期展延之適當性，去年底更
有醫界炸彈客失當自爆以突顯對公費克流感藥物效期展延疑慮。目前所
見經衛署展延效期藥物皆至今年 10 月底，此案件正足以顯示展延效期藥
物確有潛藏疑慮。建議官方應全面逐批號抽樣檢驗並公佈結果，以確保
「”公費”克流感膠囊」品質無虞，而非單為了省錢而損及民眾權益。
另此舉亦正如驗出塑化劑的楊明玉技正般，皆用專業知識服務人群，值
得衛生署表揚。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周淑玫副組長回應：
有關「展延效期的『公費克流感』果真品質無虞?」所述蔡藥師發現克流
感膠囊藥粉結塊以藥物不良品通報衛生署一事，經本局與衛生署食品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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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理局(以下簡稱食藥局)聽取廠商說明及討論，初步評估無立即危害。
另經食藥局進行鑑別、含量測定及溶離度試驗等檢驗，結果皆符合規格，
依檢驗結果評估，可排除療效不足之疑慮。此外，該批號藥劑經抽樣送
原廠檢驗，原廠實驗室認定此結塊現象應屬合理非異常現象，另安定性
試驗分析結果皆符合規格範圍內。另外，依廠商提供資料，克流感膠囊
在製造時，粉末是置膠囊充填機內部之 powder bed，在粉末充填至膠囊
殼內之製程中，會有一隻管子伸進 powder bed 之內，再由管內之活塞將
粉末稍微壓擠成圓柱型之塊狀物，之後再將該塊狀物填進膠囊殼內，因
此部分克流感膠囊內會出現粉末結塊係因其所採用之製造技術所致，非
屬異常。將持續監控本案，並督促廠商提供相關資料釐清疑慮，確保民
眾用藥安全。
※轉載自 PST–國際交流暨資訊學習網。
III.4. 新療效複方新藥 新定義出爐 (毛志民藥師)
藥事法第七條所稱的新藥，係指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查認定屬新成
分、新療效複方或新使用途徑製劑之藥品。
12 月 7 日發布的行政院衛生署令(發文字號：署授食字第 1011102486 號)
「修正「藥事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第二條中，
「新療效複方新藥」用
詞定義為「已核准藥品具有新適應症、降低副作用、改善療效強度、改
善療效時間或改變使用劑量之新醫療效能，或二種以上已核准成分之複
方製劑具有優於各該單一成分藥品之醫療效能者。」
相較舊詞定義「指已核准藥品具有新醫療效能，或兩種以上已核准成分
之複方製劑具有優於各該單一成分藥品之醫療效能者」
，更加清楚地描述
「新醫療效能」的範疇，舉凡「新適應症」、「降低副作用」、「改善療效
強度」、
「改善療效時間」或「改變使用劑量」皆是，方便於實務遂行。
參考資料:
1. 修正「藥事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2. 藥事法施行則。
※轉載自 PST–國際交流暨資訊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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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5.不良藥品回收限期縮短新法發布 (毛志民藥師)
衛生署為了維護民眾用藥品質與安全，12 月 7 日發布的行政院衛生署令
(發文字號：署授食字第 1011102486 號)「修正「藥事法施行細則」部分
條文」第三十七條中，針對藥事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也就
是一、原領有許可證，經公告禁止製造或輸入。二、經依法認定為偽藥、
劣藥或禁藥。三、經依法認定為不良醫療器材或未經核准而製造、輸入
之醫療器材。四、藥物製造工廠，經檢查發現其藥物確有損害使用者生
命、身體或健康之事實，或有損害之虞。)所列情形之一者，藥商、藥局
及醫療機構，應自公告或依法認定之日起，立即停止輸入、製造、批發、
陳列、調劑、零售；其製造或輸入之業者，並應於回收期限內回收市售
品，連同庫存品依藥事法第七十九條規定處理；回收期限由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依個案性質決定，最長不得超過二個月。與舊法要求「應於三個
月內收回市售品」相較又限縮了一個月的時間。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藥事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四款，鑑於藥物製造工廠經
檢查發現其藥物確有損害使用者生命、身體或健康之事實或有損害之虞
者，例如產品未經檢驗即出貨或各項紀錄造假等已違反藥品優良製造規
範(Good Manufacture Practice, GMP)情形，其所生產之產品即有安全疑
慮，爰於第一項增訂第四款明定應予回收，以保障消費者用藥安全。此
次細則修法即配合藥事法民國 101 年 6 月 27 日修訂明定。
此外，此條文中亦增列「製造或輸入業者執行藥物回收作業前，應訂定
回收作業計畫書，載明回收程序、回收期限、執行成果報告書報備之期
限及其他相關事項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備查後，依該計畫書執行；並於
執行結束後，製作回收報告書，報各級衛生主管機關備查。」明文要求
製造或輸入業者製作「回收作業計畫書」及「回收報告書」
。
參考資料:
1.修正「藥事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2.藥事法施行細則。
3.藥事法。
※轉載自 PST–國際交流暨資訊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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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6. 春節提前領藥，沒法早點安心? (毛志民藥師)
距離春節僅 18 天，在千呼萬喚中，1/22 中央健保局一早終於發布「春節
假期安心用藥，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簡稱慢箋)可提前領藥」新聞稿，讓全
國醫療機構的第一線服務人員鬆了一口氣，可以有所本的回覆這些急欲
知曉春節期間何時領的廣大患者群。
隨著春節日近，同事們自上週起便陸續接到民眾詢問春節期間提前領慢
箋藥的日期，遺憾地儘管慢箋每年春節期間都可以提前領，我們卻沒辦
法給患者一個明確的答覆；雖然，依據去年 11 月初修正公佈的「全民健
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24 條估算可提前自 102 年 1 月 30 日(春節前 10 天)
起領藥。顧慮歷年春節領藥對慢性病患者而言都是大事，為求謹慎起見，
早於去年年底便透過衛生署信箱陳情希望確認之，以便通告週知；未料
得不到確切的答覆，面對「…將於近期(102 年 1 月中旬)發布新聞週知…」
的官方說法，只好先把慢箋提前領的文宣版面先備好，靜候官方發布相
關訊息，以免發布內容不同而徒惹非議。
打從署長信箱函覆將於本月中旬發布慢箋何時可提前領的消息後，自元
月十五日藥師節起，像得了神經病似地每日三不五時到健保局網站看新
聞，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復第一線人員(藥師及掛號櫃檯同仁)關於慢箋何
時可提前領疑問的無奈與氣憤，我們真的想把事情做好，卻因為老是等
不到"東風"而抱憾...。
看著健保局的新聞稿末語：
「提醒持有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慢性病患，記
得提前領藥，安心過好年。」真是哭笑不得，拜託！勿因善小而不為，
明年起可以提前一個月發布，讓患者早點安心嗎?
※轉載自 coco 藥庫網站、文章的連結
IV. 用藥疏失警報 (孫憲龍藥師整理)
發生日期
事件簡述
2013/02/07 磨粉前後病患資料不符；精進措施：請確實點選患者資料
並核對印製藥名、患者姓名與處方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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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日期
事件簡述
2013/02/15 Spiriva Respimat IH 發成 Spiriva with HandiHaler device；精
進措施：請確實核對藥名與處方箋一致。。
2013/02/17 Chlorpheniramine Inj 發成 Dexamethasone Inj；精進措施：
請確實核對藥名與處方箋一致。
V. 高榮藥品異動 (孫憲龍藥師整理)
狀態
藥名

備註

新進藥品

Vitacal Inj 20cc(CaCl2+Glucose) Ca+2:0.272mEq/ml 取代 專簽
Calglon Inj 10cc(Cal. Gluconate) Ca+2:0.47mEq/ml

新進藥品

Revolade Tab 25mg(Eltrombopag)

事審

新進藥品

Dogmatyl F.C.Tab 50mg(Sulpiride)

專簽

新進藥品

Coniel Tab 4mg(Benidipine)

常備

新進藥品

Bicillin L-A 2 4MU/4ml-syringe 2.4MU/Benzathine

專簽

Penicillin G
新進藥品

Neulasta Inj 6mg(Pegfilgrastim)

常備

VI. 藥劑部大事紀
日期

事項

2013/02/01 健保政策因應小組會議決議：限制非精神部處方
2013/02/20 毛志民總藥師榮獲本院 101 年的圖書借閱排行榜榜首。
VII. 藥品給付規定 (自 102 年 2 月 1 日生效)
VII.1.

Golimumab 給付規定修正：新增用於活動性乾癬性關節炎。

VII.2.

Pilocarpine 口服劑型給付規定修正：無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VII.3.

Cevimeline 給付規定修正：無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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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aroxaban 給付規定修正：

1. 靜脈血栓高危險（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病患，接受人工髖或膝關節置
換術或再置換術時，預防其術後之靜脈血栓栓塞症(VTE)，限用 10 mg 錠
劑，每日一粒，人工髖關節手術術後治療，最多 5 週；人工膝關節手術
術後治療，最多 2 週。
2. 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限用 15 mg 及 20mg 錠劑且須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2.1. 曾發生中風或全身性栓塞。
2.2. 左心室射出分率小於 40%。
2.3. 有症狀之心臟衰竭：收案前依紐約心臟協會衰竭功能分級為第二級或
以上。
2.4. 年齡 75 歲(含)以上。
2.5. 年齡介於 65 歲至 74 歲且合併有糖尿病、高血壓或冠狀動脈疾病。
2.6. 排除標準：
2.6.1.

病人曾有嚴重心臟瓣膜疾病。

2.6.2.

14 天內發生中風。

2.6.3.

收案前的 6 個月內發生嚴重中風。

2.6.4.

有增加出血風險的情況。

2.6.5.

肌酸酐清除率小 30 mL/min。

2.6.6.

活動性肝病和懷孕。

VII.5.

Ranibizumab 給付規定修正：

糖尿病引起黃斑部水腫(diabetic macular edema, DME)導致視力損害者：
1. 中央視網膜厚度(central retinal thickness,CRT)≧ 300μm。
2. 近三個月內之糖化血色素(HbA1c)數值低於 10%。
3. 第一年每眼給付支數以 5 支為限，第二年給付支數以 3 支為限。
4. 申請時需檢送下列資料：
1.1. 第一年首次申請時需檢附一個月內有效之 FAG、OCT、最佳矯正視
力、眼底彩色照片及近三個月內之糖化血色素(HbA1c)數值。
1.2. 第一年連續使用 3 支後，經評估視力或中央視網膜厚度有改善而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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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後續 2 支需重新申請。申請時需檢附第一次申請及治療 3 次後一
個月內有效之 OCT、最佳矯正視力、眼底彩色照片之比較及近三個月內
之 HbA1c)數值。
1.3. 第二年重新申請時，需檢附過去二次申請及與第一次申請項目相同之
各項最近檢查紀錄外，並檢送過去一年使用後有改善證明之相關資料(病
歷及 HbA1c 或 FAG 及 OCT 等之變化資料)
2. 有下列情況不得申請使用：
2.1. 已產生中央窩下(subfoveal)結痂者。
2.2. 血管新生型 AMD 進展至視網膜下纖維化或 advanced geographic
atrophy 者反應不佳或因其他因素(如玻璃體牽引)所造成之黃斑部水腫。
VIII. 藥師藝文園地
VIII.1. 蛇年祝詩集 (毛志民藥師)
期許祝福篇

藥師週刊篇

靈動思想歡迎新
蛇飛龍舞慶安年
珠圓玉潤運筆快
握卷晨覽會意樂

龍佑興藥萬象新
飛達良師暖杏春
蛇行策週舒瑞祥
騰歡善刊續積福

※轉載自高雄榮總醫訊。2013；

※ 轉載自藥師週刊 1806 期。

16(2):16。

頭版。

高雄榮總篇

國醫中心篇

龍佑興高萬象新
飛達良雄暖杏春
蛇行顯榮慶瑞祥
騰善揚總續積福

國昔靈蛇納藥源
醫先進騰名盛遠
中彰顯龍達賢流
心健喜飛觀雲長
※轉載自源遠季刊第 43 期。
2013；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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