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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品相關公告資訊 (111年 1-3月) 

公告日期 標題 

20220128 Aminoglycoside 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220208 含 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220208 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 ）、血清素 

正腎上腺素回收抑制劑（ serotonin and noradrenaline reuptake inhibitors SNRIs ）

類藥品及 vortioxetine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220223 含 buprenorphine 成分之舌下劑型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220324 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220223 

 

Hydroxychloroquin 與全身性巨環類抗生素 (macrolide antibiotics) 藥品併用之安全

資訊風險溝通表 

Aminoglycoside 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2021/1/7英國醫藥品管理局(MHRA)發布安全資訊，說明具粒線體基因突變之病人使

用含 aminoglycoside 類藥品（包括 gentamicin、amikacin、tobramycin 及 neomycin 等

成分）可能導致耳毒性風險增加。 

1.耳毒性風險增加。 

(1) 數篇已發表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具粒線體基因 m.1555A> G 突變的病人使用

含 aminoglycoside 類藥品會增加耳聾風險，即便該基因突變之病人血中

aminoglycoside 藥品濃度在建議範圍內，仍有發生耳聾之案例。 

(2) 部分案例與母系耳聾家族史或與粒線體基因突變相關，亦可能與上述兩者相

關。此外，醫學文獻中統計 10 例此類之毒性報告，其生化實驗結果顯示，突變

的粒線體核醣體與細菌的核醣體較類似，可能提供結合位置予 aminoglycoside，

進一步支持該突變導致毒性風險之可能機轉。 

2. 目前雖未有 neomycin 或局部使用 gentamicin、amikacin 或 tobramycin 等製劑之相

關耳毒性不良反應案例，然基於該類藥品具共同之作用機轉，故 neomycin 及用於

毒性部位（耳朵）之其他含 aminoglycoside 類藥品可能亦有相似之作用。 

3. 基於粒線體基因突變之罕見性，致使許多流行病學研究的統計效力較低，惟 MHRA

認為現有證據已足以更新全身作用性或用於毒性部位（耳朵）之 aminoglycoside

類藥品仿單，故將於仿單及病人用藥資訊中，加刊具粒線體基因突變之病人使用

此類藥品，可能會增加耳毒性風險等資訊，並考量需反覆使用或長期使用含

aminoglycoside 類藥品之病人發生耳毒性風險較高，建議執行粒線體突變之基因篩

檢於該類病人中。但勿為了執行基因篩檢而延誤治療。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使用含 aminoglycoside類藥品可能導致罕見之耳毒性風險，部分證據指出粒線體基

因突變特別是 m.1555A>G突變與耳毒性風險增加具相關性，且部分粒線體基因突

變病人發生耳毒性之案例，其血中 aminoglycoside 濃度在建議範圍內的情況下。 

2. 建議於需反覆使用或長期使用 aminoglycoside類藥品之病人中，執行粒線體突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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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篩檢，但勿為了執行基因篩檢而延誤治療。 

3. 處方含 aminoglycoside類藥品予疑似具粒線體基因突變之病人，應考量其治療的必

要性與是否具其他替代療法。 

4. 建議於病人使用 含 aminoglycoside 類藥品期間，持續監測腎臟、肝臟及聽力功

能、藥品血中濃度與相關生化數值，以降低不良反應風險（包括耳毒性）。 

含 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2021/10/11 澳洲藥品管理局 (TGA) 發布含 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成分藥品可

能具有色素性黃斑部病變（pigmentary maculopathy）之風險，尤其在長期使用該成

分藥品後，可能導致病人發生視力改變。 

    目前澳洲 TGA尚未接獲有關病人使用含 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成分藥品後發生

黃斑部病變或視力病變（visual disorders）的不良反應報告。 

    澳洲含 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成分藥品許可證持有商已更新藥品仿單及病人用

藥須知以包含罕見的色素性黃斑部病變或眼睛視網膜變化之警語。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開立含 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 成分藥品予病人前，應評估其臨床效益及風險，

並盡可能取得所有患者的詳細眼科病史。 

2. 用藥期間應提醒病人如出現閱讀困難、辨色力異常、視力模糊或視覺影像扭曲、

眼睛適應昏暗燈光的反應變慢等情形，立即回診就醫。 

3. 建議於病人使用含 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 成分藥品期間定期進行眼科檢查，

以便及早檢測出色素性黃斑部病變。倘檢測出有色素性黃斑部病變的跡象，應重

新評估使用含 pentosan polysulfate sodium成分藥品之臨床效益及風險。 

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 ）、血清素 

正腎上腺素回收抑制劑（ serotonin and noradrenaline reuptake inhibitors SNRIs ）

類藥品及 vortioxetine 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2021/1/7英國醫藥品管理局（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

MHRA）發布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 （SSRIsSSRIs）、血清素-正腎上腺素回收

抑制劑 （SNRIsSNRIs）及 vortioxetine 等藥品於生產前一個月期間使用可能微幅增

加產後出血風險之安全警訊。 

    SSRIs 和 SNRIs 類藥品是常見的抗憂鬱藥品，該等藥品已知因會影響血小板功能而

具有增加出血之風險。 

    近期歐盟評估報告指出依據文獻中觀察性研究結果顯示，在懷孕後期使用抗憂鬱藥

（尤其是 SSRIs 和 SNRIs）可能與產後出血風險有關。儘管這些資料具異質性且對

於產後出血的定義可能不同，但這些數據顯示在生產前一個月期間使用 SSRIs 和

SNRIs類藥品可能會微幅增加產後出血風險（< 2倍），且新的抗憂鬱藥品(vortioxetine)

可能同樣具有前述風險。 

    雖然使用 SSRI/SNRI 類藥品所增加之產後出血風險小，但對於合併有其他產後出血

風險因子（如血液疾患之病人可能會有顯著影響。因此處方者應評估個別病人於周

產期 peripartum period 使用該類藥品之出血風險及其臨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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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MHRA經評估後，將更新 SSRIs、SNRIs 和 vortioxetine成分藥品之仿單警語以

包含增加產後出血風險，特別是用於有出血相關疾患的病人。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因 SSRI/SNRI 類可能具有小幅增加產後出血之風險 因此醫師開立該類藥品予懷

孕婦女時，應審慎評估病人本身之出血或血栓事件的風險因子並審慎衡量病人使

用之風險效益，並對於產後可能具有出血風險抱持警覺。 

2. 建議醫療人員於病人懷孕期間持續詢問病人抗憂鬱藥品的使用情形，尤其在懷孕

後期應特別留意。同時應持續審慎評估孕婦使用抗憂鬱藥的風險效益比及其憂鬱

症未治療的風險。 

含 buprenorphine 成分之舌下劑型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2022/1/12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發布使用

含 buprenorphine 成分之舌下劑型及口頰溶片劑型藥品可能會導致牙科相關疾病之

安全資訊。 

    美國 FDA共接獲 305件疑似使用含 buprenorphine成分之舌下劑型及口頰溶片劑型

藥品後導致牙科相關疾病，如齲齒、口腔感染、牙齒脫落等案例。多數案例發生於

治療鴉片類物質成癮之病人，28例為治療疼痛之病人。這些通報案例中共有 26例

為不具有牙科相關病史者。 

    部分病人於治療開始後2週即發生牙科疾病症狀，然自開始治療至診斷出牙科相關

疾病之中位數為約2年。 

    接獲之 305例案例中，共有 113件於案件描述中提及兩顆或多顆牙齒受到影響，其

最常見治療方式為拔牙，另有需作根管、牙科手術、植牙等治療之案例。 

    美國 FDA已要求於含 buprenorphine成分之舌下劑型及口頰溶片劑型藥品仿單及用

藥須知中，加註有關牙科疾病風險的警語及安全資訊，包含建議處方醫師應於必要

時轉介病人至牙科照護單位，及鼓勵病人於用藥期間進行定期牙科檢查；病人於牙

科就診時應告知牙醫其所有用藥（包含 buprenorphine）。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建議醫師於處方含 buprenorphine成分之舌下劑型藥品予病人前，應詢問其口腔健

康史，並提醒使用含 buprenorphine 成分之舌下劑型藥品，可能會發生牙科相關疾

病，如齲齒、牙齒脫落、牙齒斷等，用藥期間應維持口腔健康及注意牙齒情形。 

2. 提醒病人待藥品於口腔黏膜完全溶解後，可喝水輕輕漱口潤過牙齒及牙齦後再飲

入，並至少等待一小時再刷牙，以降低嚴重牙科疾病的風險。 

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 2022/2/28澳洲藥品管理局（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TGA）發布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可能具有 QT 區間延長風險致嚴重心臟傳導問題之安全警訊。 

    截至 2022/1/5 止， TGA 已接獲 18 例疑似使用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後發生心臟傳

導不良反應之通報案例，包含房室傳導阻滯（atrioventricular block）、完全房室傳

導阻滯（atrioventricular block complete）、第二級房室傳導阻滯（atrioventricular block 

second degree）、束支傳導阻滯（bundle branch block）、雙分支阻滯（bifasc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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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及多型性心室心搏過速（Torsades de Pointes）等。 

    TGA 已更新 donepezil 之藥品仿單及用藥須知，包含具有下列情形者於用藥期間應

謹慎使用之警語：具有 QT 區間延長病史、具有 QT 區間延長之家族史、正在服用

其他亦會導致 QT區間延長之藥品、具有心臟相關疾病如心衰竭、近期心臟病發作

或緩脈性心律不整、電解質不平衡（低血鉀、低血鎂等）。 

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開立處方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予病人前，應評估其臨床效益與風險，並盡可能取

得病人的心臟相關病史或家族史，及目前用藥情形。用藥期間應留意病人電解質

變化及相關藥品交互作用。 

2. 因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可能具有潛在 QT區間延長之風險，如需開立含 donepezil

成分藥品於正在服用下列或其他已知可能具有 QT 區間延長風險藥品之病人，應

審慎評估其臨床效益及風險。 

 抗心律不整藥品 class IA：如 disopyramide 等。 

 抗心律不整藥品 class III：如 amiodarone、sotalol 等。 

 部分抗憂鬱劑：如 citalopram、escitalopram、amitriptyline等。 

 部分抗精神疾患藥品：如 chlorpromazine、prochlorperazine, pimozide、ziprasidone

等。 

 部分抗生素：如 clarithromycin、erythromycin、moxifloxacin 等。 

Hydroxychloroquin 與全身性巨環類抗生素 (macrolide antibiotics) 藥品併用之安全

資訊風險溝通表 

摘要： 一、2022/2/15 英國醫藥品管理局(針對 hydroxychloroquine 或 chloroquine 與全身性

macrolide antibiotics 類併用，可能導致心血管事件及死亡風險增加，同時提醒

hydroxychloroquine 或 chloroquine 可能導致憂鬱、焦慮、幻覺及思覺失調等已知相

關精神疾病發布安全警訊。 

    2020 年 8 月發表的一項觀察性回顧型研究結果顯示，短期（30 天內）併用

hydroxychloroquine 與 azithromycin 治療者，相較於 hydroxychloroquine 併用

amoxicillin，有增加狹心症、胸痛、心衰竭及心血管死亡風險。研究中認為可能的

原因為 hydroxychloroquine 及 azithromycin 併用對於 QT 區間延長之累積效應（協

同作用），增加心律不整及心因性死亡，或因其他加成之心臟毒性效應。 

    MHRA經評估後建議修訂hydroxychloroquine成分藥品與全身性使用之azithromycin

藥品仿單以加刊上述風險之警語；而chloroquine，及clarithromycin與erythromycin

等macrolide antibiotics類藥品可能有相似之安全性特性，故建議chloroquine與其它全

身性macrolide antibiotics類等藥品仿單亦應加刊相關安全資訊。 

    已知 hydroxychloroquine 及 chloroquine成分藥品與發生精神疾病具相關聯，包含憂

鬱、焦慮、幻覺及思覺失調等。2020 年 11 月一項歐洲安全性回顧曾建議更新

hydroxychloroquine 及 chloroquine 成分藥品仿單之警語，除應涵蓋各式的精神疾病

症狀外還需包含罕見的自殺行為。評估指出精神疾病症狀通常發生於開始治療的第

一個月內，亦曾發生於無精神相關疾病史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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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人員應注意事項： 

1. 醫師開立處方含全身性macrolide antibiotics類藥品予正使用含hydroxychloroquine

成分藥品的病人前，應謹慎評估病人之臨床效益與風險。 

2. 若臨床上有必要併用含hydroxychloroquine成分藥品與全身性macrolide antibiotics

類藥品時，應謹慎用於具有心血管事件風險的病人，並遵循每項中文仿單之建議。 

3. 應對含 hydroxychloroquine 成分藥品有關的精神疾病反應保持警覺，曾有案例發

生於無精神相關病史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