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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用藥安全資訊

I.1. SGLT2 抑制劑疑增腳趾截肢風險 毛志民藥師
歐盟藥物管理局(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EMA)從 CANagliflozin
cardioVascular Assessment Study (CANVAS)臨床試驗發現，服用含
Canagliflozin 成分藥品之患者相較於服用安慰劑者，發生下肢截肢（主要
影響腳趾）的機率較高，其機轉仍不清楚。我國目前尚未核准含此成分
之藥品許可證。
同屬 SGLT2 抑制劑類藥品（含 Dapagliflozin 及 Empagliflozin 成分藥品）
尚未發現有此風險，然而，因資訊有限，此類藥品可能皆存在相同風險。
歐盟 EMA 將新增上述風險於所有 SGLT2 抑制劑類藥品仿單。
宜告知糖尿病患者本身發生傷口感染及潰瘍，導致截肢之風險即較高，
服藥期間請務必經常注意足部變化，並配合醫師指示，定期做預防性足
部護理及適當補充水分；若出現任何傷口、膚色變化或足部疼痛等情形，
請告知您的醫師。
高榮品項：
藥碼

健保碼

中文藥名

英文藥名

16377

BC26406100

恩排糖膜衣錠 10 毫克

Jardiance Tab (Empagliflozin)

16378

BC26405100

恩排糖膜衣錠 25 毫克

Jardiance Tab(Empagliflozin)

16379

BC26476100

福適佳膜衣錠 10 毫克

Forxiga FC Tab (Dapagliflozin)

參考資料：
1. 食藥署藥品安全資訊。SGLT2 抑制劑類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7/3/31 取自 https://goo.gl/5Y5TaV
2.

SGLT2 inhibitors: information on potential risk of toe amputation to be
included in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2017/3/31 取自
https://goo.gl/kBT5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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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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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藥學專題報告
淺談老年性黃斑部病變

李珮婷藥師

簡介
視覺是經由光線透過水晶體照射到眼底的視網膜，視神經再將光訊號轉
換成神經訊號產生影像。視網膜的中心區塊稱作黃斑部，隨著老化的過
程，黃斑部結構中的視網膜上皮細胞及其周圍組織逐漸凋落，沉積物的
增多及發炎反應會使黃斑部造成不可逆的損傷，甚至失明，即所謂的老
年性黃斑部病變。
症狀
初期時中心視覺為直線會變得模糊、扭曲、調節光暗的能力減弱。
惡化至最糟糕的情況會喪失中央視力，視覺中央成一大團灰影，嚴重影
響日常生活如閱讀、開車、辨識人臉 1。
分類
1. 乾性：老化凋零的組織沉積物累積在黃斑部。
2. 濕性：黃斑部沉積物導致發炎反應與新生血管生成。新生血管脆弱易
破裂，造成滲液滲血會嚴重破壞黃斑部結構。
多數病患屬於乾性，但有 10%-15%的機率會由乾性惡化至濕性。若未治
療、有出血症狀，則可能導致嚴重的視力缺損 2。
風險因子
年齡、遺傳、飲食、抽菸、過重等 2。
治療
1. 乾性：
針對乾性老年性黃斑部病變的病人，僅有營養補充與生活型態調整的方
針 2。
營養補充：美國大型研究 Age-Related Eye Disease Study 的研究配方為高
劑量補充抗氧化劑：維他命 C 、維他命 E、β-胡蘿蔔素及鋅、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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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Related Eye Disease Study 2 顯示可用葉黃素及玉米黃質取代 β-胡蘿
蔔素，以避免吸菸病患增加罹患肺癌機率。研究結果顯示這樣的補充能
降低乾性老年性黃斑部病變患者更加惡化的機率，但無法預防此疾病的
發生 3。
生活型態調整：戒菸、體重控制、及血壓控制 2。
2. 濕性：
針對濕性老年性黃斑部病變的患者，則有五種治療方針：
(1) 雷射治療：
雷射燒新生血管。
(2) 輻射治療：
利用增生組織對輻射的親和力高於正常組織的特性，使新生血管組織
凋亡。
(3) 光動力治療：
於靜脈輸注光敏感藥物 Visudyne® (Verteporfin)，待藥物流經患部時，
使用低能量雷射光照射。為較具選擇性的治療方式。在治療後的 48
小時之內外出，應該穿著防止光線照射的衣物及配戴深色太陽眼鏡，
以保護皮膚和眼睛。
(4) 手術治療：
針對老年黃斑部病變患者發生視網膜下出血的治療。
(5) 藥物介紹：
於玻璃體內注射抗新生血管因子藥物，阻止血管新生。
共有四種藥物：Macugen® (Pegaptanib)、Lucentis® (Ranibizumab)、
Avastin® (Bevacizumab)、Eylea® (Aflibercept)。
前三種藥物是與會生成新生血管的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結合而不活化。
Macugen® (Pegaptanib)因效果不比後來被研發出來的 Lucentis®
(Ranibizumab)與 Avastin® (Bevacizumab)等藥物好，已不再被使用。
Avastin® (Bevacizumab)雖尚未取得美國 FDA 用於濕性老年黃斑部病
變的許可證，但因為治療效果也不錯且價位相對便宜許多，有其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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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而 Eylea® (Aflibercept)則是與新生血管因子的受體競爭以減少
新生血管生成 1,2,4。
療程 5,6,7：
Lucentis®

建議劑量為 0.3 毫克或 0.5 毫克。

(Ranibizumab)

每個月注射 1 次，連續 3 個月。之後的維持期則應每個
月監測視力。若確定是因老年黃斑部病變造成減退且超
過 5 個字母，施打 Lucentis，兩次劑量的時間間隔不應
短於 1 個月。

Avastin®

許多研究使用劑量 1.25 mg 施打三劑，每劑施打間格至

(Bevacizumab)

少一個月。
由專業眼科醫師判斷每個月或更久施打一次。

Eylea®

前三個月每個月打 2mg，之後改兩個月打一次，一年後

(Aflibercept)

若病情需要，則每 4-12 週施打一次。

健保給付 8：
Avastin®

無給付

(Bevacizumab)
Lucentis®

符合規定者，ranibizumab 及 aflibercept 僅能擇一申請。

(Ranibizumab) 第一次申請時以3支為限，每眼給付以7支為限，
Eylea®

須於第一次申請核准後5年內使用完畢。

(Aflibercept)
參考資料
1.劉寬鎔、梁怡珈、陳慕師。老年性黃斑部病變之治療。台灣醫學
2013;17:267-79
2.Rama D. Jager, M.D., William F. Mieler, M.D., and Joan W. Miller, M.D.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N Engl J Med 2008;358:2606-17.
3.Elisa Buschini, Antonio M Fea, Carlo A Lavia,et al.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management of dry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Clinical
Ophthalmology 2015; 9:563–57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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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chmidt-Erfurth U, Chong V, Loewenstein A,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neovascular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by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Retina Specialists . Br J Ophthalmol
2014;98(9):1144-1167.
5.Product Information: LUCENTIS(R) intravitreal injection, ranibizumab
intravitreal injection. Genentech Inc. (per manufacturer), South San Francisco,
CA, 2015.
6. Product Information: VISUDYN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verteporfin
intravenous injection.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 (per FDA), East
Hanover, NJ, 2016.
7.Product Information: EYLEA(R) intravitreal injection, aflibercept
intravitreal injection.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 (per FDA), Tarrytown,
NY, 2016.
8.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106 年版. Retrieved from January 8,2017.
III. 醫藥焦點新聞
III.1.潛伏結核免費篩檢 健康完治消除結核

毛志民藥師

3 月 21 日是「世界結核病日」
，疾管署為降低「潛伏結核感染者」
（Latent
tuberculosis infection；LTBI）因發病造成疫情傳播的風險，自今（2017）
年起，擴大免費潛伏結核感染診斷及治療服務對象，預估將提供 75,000
人次檢驗及 8,000 人治療服務，可預期防止 800 人發病，避免社區傳播，
希望達到「不傳染、早篩檢、全治療、除結核」的終極目標。
此菌透過空氣傳播，主要影響肺部，患者常咳嗽、呼吸短促及淋巴結腫
大。儘管結核菌是古老的病菌，卻直到 1882 年 3 月 21 日，德國微生物
學家柯霍（Robert Koch）宣布發現結核菌，至今仍是感染症的主要死因，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估計於 2015 年約有 180
萬人因為結核病而逝世。
WHO 估計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潛伏結核感染者，終其一生進展為結核
病的機會是百分之 5 到 10，若是 HIV 患者同時是潛伏結核感染者，每年
進展為結核病的機會是百分之 10。此外，吸菸會讓進展為結核病的機會
5

意見回饋信箱

及死亡的風險大增。
疾管署提醒，每 1 名結核病患者之接觸人數約 10 人，接觸者若遭受感染
成為潛伏結核感染者，終生有百分之 10 的機會進展為結核病，因此呼籲
曾與高傳染性結核病個案接觸者應接受潛伏結核感染篩檢與治療，加速
達成消除結核之終極目標。相關資訊可參閱疾管署網站或撥打免付費防
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洽詢。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2012 期。

IV. 民眾教育藥文
IV.1.

吃戒菸藥會影響精神狀態嗎? 毛志民藥師

王大哥看著「戒必適」(Chantix, Varenicline)
的藥品說明書中紅框內的警語(如圖)，吃驚地
發現服用此藥後可能讓情緒變得激動、敵意、
情緒低落或行為改變，甚至出現自殺念頭或
行為來電詢問藥師。
2009 年，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陸續接獲並評
估服用戒菸藥後發生情緒和行為的嚴重改變
的案例報告後，要求藥廠在此藥的說明書中
加上精神狀態相關的警語；同時也要藥廠對「戒必適」和「耐菸盼」(Zyban,
Bupropion)等此類藥品，進行大型臨床試驗評估這些不良反應。
2016 年該局根據研究結果，對於此藥造成身心負面影響的嚴重性與發生
機會都有更清楚的了解，經過 9 月 14 日諮詢委員會會議討論結果，確認
使用戒菸藥的好處高於風險，同年 12 月 16 日，在審視藥廠大型臨床試
驗結果後，決定將關於情緒、行為及思想等嚴重負面影響從最高風險警
示的[加框警告]中移除。不過，由於「耐菸盼」的活性成分分類是抗憂鬱
藥，因此該成分的藥品說明書[加框警告]中仍載有意圖自殺和抗抑鬱藥物
這類藥品相同的警語。
儘管風險性降低，卻不意味者毫無身心方面不良影響，特別是曾經或正
接受憂鬱症、焦慮症或精神分裂症治療的患者，服用上述戒菸藥時，家
屬及其照護者要多加留意情緒和行為變化；值得高興地是，戒菸對降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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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肺部疾病、心臟病和某些癌症的機會等方面的健康助益都是立竿見
影、顯而易見的，在短時間內便能改善循環、呼吸、味覺和嗅覺，所以
不論是否有身心症病史，戒菸藥都有助於戒除菸癮。
※轉載自高雄榮總醫訊。2017;20(3):20。[文章連結]
IV.2.

維生素 D 能預防感冒及流感?

維生素 D 能保持我們骨骼及牙齒健康，對免疫、內分泌和心血管等系統
也有許多正面效益；不過，根據過去台灣全國營養調查，約三分之二的
民眾缺乏維生素 D，連南台灣民眾也不例外。英國最新研究分析與整合
25 個臨床試驗，收納包含 14 個國家共 11,000 位患者發現維生素 D 能降
低感冒及流感，甚至肺炎等呼吸道疾病風險。
所以，我們需要均衡攝取包括魚肝油、鮭魚、沙丁魚、雞蛋、香菇與苜
蓿芽等富含維生素 D 的食物，或塗抹防曬乳液後享受和煦的陽光。
※轉載自高雄榮總醫訊。2017;20(3):20。[文章連結]
V. 藥師藝文園地
V.1. 《愛在夕陽下》觀後心得 毛志民藥師
這是一部紀錄高齡長者亞瑟‧包芙蕾(莎莎)從遷居到克萊蒙飯店後，對苦
等不到孫子戴斯蒙回電感到失落，路邊跌跤卻巧遇作家魯道夫‧梅耶(魯
道)，投緣地交談之際，魯道同意冒充莎莎的孫子，到克萊蒙飯店共餐，
彼此欣賞成為忘年之交的感人故事。
影片中有兩句雙關語：
「我怕一腳踏進棺材中」 (捲入是非之中)，「我希
望你有個鐵胃」 (良好的忍受力)，弦外之音令人玩味；影片中的對話也
發人深省，例如：莎莎說過：
「每個人都只看到他們想看的一面」
；
「真是
不尋常又美麗的一天，不要懼怕接近我在世上最後的日子。」魯道也說：
「經常讚美別人是件很重要的事。讚美要及時，不然，可能會抱憾死去。」
兩人默契十足，反倒是當戴斯蒙突然出現在莎莎面前時，遭到如陌生人
般對待。莎莎與其夫定情的《相見恨晚》影片，也巧妙地牽連了魯道和
葛朵琳‧古絲的情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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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到劇終，莎莎在魯道每日吟詠詩句中劃下人生句點，讓我們感到悵
然。想起于櫻櫻演唱的〈愛在夕陽下〉
，歌詞是：夕陽底、晚風裡，我和
你並肩在一起；夕陽就像你，浪花就像我。在這個愛的世界有我就有你，
青春的時光要珍惜，別像那浪濤一朵朵，順江水東流走。珍惜緣分，活
在當下，尤其是遷居至機構養護的高齡長者的感情世界，需要投入更多
關懷，避免發生「遷居壓力症候群」
，讓他(她)們安度晚年。
※獲高雄榮總全人電影心得票選活動第二名。
VI. 藥學部大事紀
VII. 「冠脂妥」偽藥事件應變紀錄
日期

事項

2017/3/5

與 AZ 公司聯繫，取得公司聲明及發布本院統一處理作
法讓藥師週知。

2017/3/6

發布「有關「冠脂妥 Crestor」偽藥事件說明」於藥學
部網站首頁。

2017/3/8

發布「有關「冠脂妥 Crestor」偽藥事件說明」於醫院
網站首頁、臉書。

2017/3/10

AZ 公司派藥師來協助清查，說明如何辨識藥品，各藥
局已依 AZ 公司說明完成清查，皆無異狀。

食藥署 3 月 4 日公布，2016 年 10 月出廠，批號為「MV503」的冠脂妥
10 毫克劑型，有部分是偽藥。
高榮有關『冠脂妥,Crestor』偽藥事件說明：
(一)有關最近發生 Crestor 偽藥事件，經原廠與物流商的聲明保證，本院
使用的該批號絕無偽藥,是直接由原廠供應，供應時有原廠相關藥品分析
合格報告書(Certificate of Analysis, COA)。
若本院病患仍有疑慮，請儘速回本院，由藥師幫忙確認，如屬於批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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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503 及 MK479）的藥均代為更換新品。
(二)最近發生偽藥事件頻傳，多屬『慢性病用藥』
， 呼籲持有本院慢性病
連續處方箋的病患返院領藥為宜。
院內訊息通報

高榮首頁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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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榮臉書

冠脂妥(Crestor Tab10mg)AZ 原廠驗證証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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