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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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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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藥品異動 (111 年 1-3 月) 

一、新進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適應症 

1 
Bosentan monohydrate 

125mg 
Tracleer® tab 

治療因先天性心臟病續發 WHO Class III 肺動脈高

血壓患者。說明：伴隨先天性 Systemic-to-

pulmonary shunts 與 Eisenmenger physiology。 

2 
Isoniazid 300mg／

Rifapentine 300mg 
INH／RPT® 

食藥署提供潛伏結核感染(LTBI)治療新型複方藥

品。目前規劃為 50 公斤以上病人使用。為食藥署

公告的院所才行使用。 

3 Entrectinib 200mg Rozlytrek® cap 

衛福部適應症: 1.ROS1 陽性之非小細胞肺癌：適

用於治療 ROS1 陽性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

肺癌的成人病人。 2.NTRK 基因融合陽性之實體

腫瘤：適用於治療 NTRK 基因融合陽性之實體腫

瘤的成人及 12 歲(含)以上小兒病人，並應符合以

下條件： (1)具 NTRK 基因融合且無已知的後天阻

抗性突變(acquired resistance mutation)， (2)為轉移

性實體腫瘤，或手術切除極可能造成嚴重病狀

(severe morbidity)， (3)於治療後發生疾病惡化，

或沒有合適的替代治療選項。成人建議劑量為 

600 mg，每日口服一次，可與食物併服或空腹服

用，直到疾病惡化或出現無法 接受的毒性為止。

小兒病人建議劑量為口服 300 mg/m2 體表面積

(BSA)，每天一次，可與食物併服或空腹服用，直

到疾病惡化或出現無法接受的毒性為止。 副作

用：貧血、疲倦、肌痛、關節痛、肝功能異常及

視力異常等。 

4 

Sofosbuvir 400 mg／

Velpatasvir100 mg／

Voxilaprevir100 mg 

Vosevi® tab 

衛福部適應症: 未併有肝硬化或併有代償性肝硬化

(Child-Pugh A 級)的成人慢性 C 型肝炎病毒(HCV)

感染症，並且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基因型 1、

2、3、4、5 或 6,且曾經接受含 NS5A 抑制劑之

HCV 療程。 2.基因型 1a 或 3，且曾經接受含

sofosbuvir 但無 NS5A 抑制劑之 HCV 療程。副作

用：頭痛、疲倦、腹瀉、噁心、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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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換廠、換規格、換劑型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說明 

1 Ofloxacin otic 0.3% Ofloxin® otic soln 
原品項廠商停止進口，藥委會及藥審會決議以相

同成分及規格之產品替代。 

2 
Palivizumab 

50mg/0.5ml 

Synagis® solution for 

injection 

因為國外製造廠缺貨，由衛福部食藥署委託臺灣

臨床藥學會「健全藥品供應短缺通報暨評估處理

機制」計畫，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產品替代。 

3 
Diphenhydramine 

50mg 
Benamine® capsules 

Diphenhydramine 50mg (Menna 50mg)藥委會及藥

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產品

Diphenhydramine 50mg (Benamine capsules)取代。 

4 Montelukast 4mg 
Singulair® chewable 

tab 

Montelukast oral granules (Singulair Oral Granules 

4mg)因廠商停產。藥委決議以同成分同含量不同

規格產品 Montelukast 4mg (Singulair chewable tab)

取代。 

5 
Dextromethorphan 

60mg 
Detosiv® S.R. tab 

Dextromethorphan 60mg (Delcopan 60mg)藥委會及

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產品

Dextromethorphan 60mg (Detosiv S.R. tab 60mg) 取

代。 

6 
Amoxicillin susp 50 

mg/ml 
Amolin® susp 

Amoxicillin trihydrate susp (Amolin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 25mg/ml)因為原料供應不穩，生產困難

造成無法供貨。藥委決議以同成分不同含量不同

規格產品 Amoxicillin trihydrate susp (Amolin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 50mg/ml)取代，濃度變

濃，由 25mg/ml 變更為 50mg/ml。 

7 Pentoxifylline 400mg Pentop® S.R. tab 

Pentoxifylline 400 mg (Forflow S.R. tab)製造廠因產

線滿載，生產不及暫時缺貨。藥委會決議以同成

分、同含量產品 Pentoxifylline 400 mg (Pentop S.R. 

tab)替代。 

8 
Acetaminophen 

500mg 
Acetal® tab 

Acetaminophen 500mg (Depyretin 500mg)藥委會及

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產品

Acetaminophen 500mg (Acetal tab. 500mg) 取代。 

9 Urokinase - 6 萬 IU Urokinase® 

Urokinase - 6 萬 IU (Urokinase-GC 6 萬 IU)藥委會

及藥審會決議以相同成分及規格之產品 Urokinase - 

6 萬 IU (Urokinase inj. 6 萬 IU) 取代。 

10 Verteporfin 15mg Visudyne® 

Visudyne 15mg 因為受國外疫情影響，產能延遲，

現階段由衛福部特許專案輸入美國製造之

Visudyne 15mg，缺貨會簽換廠。 

11 Nicotine 2mg Nicotinell® mint Nicotine 2mg (Nicorette Freshmint me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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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學名 商品名 說明 

chewing gum chewing-gum 2mg)製造廠供貨不穩。藥委決議以同

成分含量、同規格產品 Nicotine 2mg (Nicotinell 

Cool Mint 2mg Chewing Gum) 取代。 

12 
Enoxaparin sodium 

6000 AXaIU/0.6m 
Clexane® 

因為疫情造成用量大增，由衛福部食藥署委託臺

灣臨床藥學會「健全藥品供應短缺通報暨評估處

理機制」計畫，徵得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專

案進口法國製造之 Enoxaparin 6000 AXaIU/0.6ml，

缺貨會簽換廠。 

三、取消品項(依時間序) 

項次 學名 商品名 說明 

1 Clobazam 10mg Frisium® tab 
原品項廠商停止進口，目前國內無相同成分、含

量、規格之替代廠，49 次藥委決議取消。 

2 Atazanavir 150mg Reyataz® cap 
原品項廠商停止進口，目前國內無相同成分、含

量、規格之替代廠，藥委會決議取消。 

3 Atazanavir 200mg Reyataz® cap 
原品項廠商停止進口，目前國內無相同成分、含

量、規格之替代廠，藥委會決議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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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Torsemide (Torsix®)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林吟芳 藥師 

 前言 

心臟疾病一直是台灣歷年十大死因之一，

而心衰竭(heart failure, HF)是因為心臟充填或

輸出血液的功能受損所造成，包括高血壓、

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心臟瓣膜問題等等皆

可能是受損的原因，受損後心臟輸出全身的

血流不足，此時身體會代償性的刺激交感神

經並釋放其他激素，造成血管收縮、心跳與

心收縮力增加，同時吸收更多水分回體內，

這樣的長期代償機制卻會造成心臟過度工作，

導致心肌死亡，進入惡性循環１。 

治療上可分為藥物以及非藥物（例如生

活習慣改變、手術等等）兩部分，其中藥物

根據 2021 年歐洲心臟醫學會(ESC)治療指引

及 2021 年美國心臟病學會(ACC)專家共識，

心 衰 竭 病 人 應 使 用 的 藥 物 包 含 ：

ACEIs/ARBs/ARNIs, Beta blockers, MRAs, 

SGLT2 inhibitors 及 diuretics。Diuretics 又以

loop diuretics 為優先選擇，並定期監測血壓、

電解質濃度以及腎功能，本文將介紹本院新

進的 loop diuretics：torsemide (Torsix®)。 

 成份 

本藥品為口服劑型，外觀為橢圓型白色

錠劑，一面刻有 YSP 字樣，另一面則刻有

05/05。內含 torsemide 5mg，商品名為Torsix®，

中文藥名為妥速適錠 2。 

 治療用途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

torsemide的適應症為：治療鬱血性心臟衰竭、

腎疾病、肝臟疾病及慢性腎衰竭所引發的水

腫症狀、高血壓 2。 

 作用機轉 

Torsemide 為 loop diuretics，主作用在抑

制亨利氏環厚上行支管腔內膜上之 Na+/ 

K+/2Cl-傳送系統 2。 

 藥物動力學 

Torsemide口服錠劑之生體可用率約 80%。

少數經由首渡代謝效應而吸收，並於 1 小時

內可達最高血中濃度(Cmax)。使用劑量在

2.5-200mg 之間時，torsemide 的最高血中濃度

及血清濃度-時間曲線面積(AUC)會與使用劑

量呈比例關係。 

Torsemide 與食物併服會延遲 30 分鐘才

達最高血中濃度，但整體生體可用率與利尿

活性不會因此改變。肝腎功能障礙不會影響

torsemide 之吸收率。 

正常人使用 torsemide其排泄半衰期約為

3.5小時。Torsemide 主要是經由肝臟代謝（總

廓清率約 80%）與排泄至尿液中（正常腎功

能病人總廓清率約 20%）。在人體中，

torsemide 的主要代謝物為不具活性的碳酸鹽

類衍生物，但有兩個較少量的代謝物具利尿

活性，不過實際上 torsemide 一經代謝就會終

止其活性。 

Torsemide 的蛋白結合率超過 99%，僅極

少量經由腎絲球過濾作用進入腎小管中，大

多自腎臟清除的 torsemide，主要藉由近端腎

小管主動分泌而進入腎小管尿液。 

Torsemide 經口服投與，1 小時內即發揮

利尿作用，並於 1-2小時達最高血中濃度，利

尿作用可持續 6-8 小時。另外由於 torsemide

主要由肝臟 CYP2C9 代謝，可能會與其他經

由此代謝的藥品，或會誘發或抑制 CYP2C9

的藥品產生交互作用，若需併用時，最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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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同時服藥 2。 

 劑量及用法 

口服 torsemide 並不限定在餐前或餐後

服用。老年的病人不需特別調整劑量。另外，

由於 torsemide 之高生體可用率，口服及靜脈

注射的治療劑量皆相等。禁用於對 torsemide

或 sulfonylureas 過敏者及無尿病人。 

鬱血性心臟衰竭的病人，一般起始劑量

為每日一次，每次 10mg 或 20mg。如果利尿

效果不佳，劑量可以大約雙倍量的方式增加，

調整至可產生適當之利尿效果的劑量，但單

次超過 200mg 之劑量尚無足夠研究支持使

用。 

慢性腎衰竭的病人，一般起始劑量為每

日一次，每次 20mg。如果利尿效果不佳，劑

量可以大約雙倍量的方式增加，調整至可產

生適當之利尿效果的劑量，但單次超過

200mg 之劑量尚無足夠研究支持使用。 

肝硬化的病人，一般起始劑量為每日一

次，每次 5mg 或 10mg，並且和 aldosterone 

antagonist 或保鉀利尿劑併用。如果利尿效果

不佳，劑量可以大約雙倍量的方式增加，調

整至可產生適當之利尿效果的劑量，但單次

超過 40mg 之劑量尚無足夠研究支持使用。 

高血壓的病人，一般起始劑量為每日一

次，每次 5mg，若於 4 至 6 週內無法有效降

低血壓，則劑量增為每日一次，每次 10mg。

若 10mg 之劑量仍無效，則需於治療藥物中

加入其他降血壓藥物 2。 

 懷孕與授乳 

目前 torsemide懷孕及授乳的風險都未能

排除。懷孕方面尚未有人體數據顯示對胎兒

及母體的影響，只有在對母體益處大於胚胎

風險時才考慮使用。 

另外，torsemide 是否分泌至人類乳汁中

尚未確立，由於許多藥物可能分泌至乳汁中，

故授乳婦須謹慎使用 2。 

 臨床治療地位 

根據 2021 ESC guideline 及 2021 ACC 

Expert Consensus，所有心衰竭病人的應使用

的藥物包含： ACEIs/ ARBs/ARNIs, Beta 

blockers, MRA, SGLT2 inhibitors，這些藥物都

可以降低心衰竭致死率，而 diuretics 則是針

對 volume overload 之心衰竭病人，可以降低

其住院率及致死率，diuretics 中又以 loop 

diuretics 為優先選擇，須定期監測血壓、電解

質濃度以及腎功能，如果已使用至相當於

furosemide 80mg BID 之劑量時，可考慮換用

另外一種 loop diuretics 或是併用 thiazide 

diuretics，並定期監測血壓、電解質濃度、腎

功能，隨時根據病人狀況調整藥物劑量。 

指引指出 loop diuretics 建議用於緩解低

射出分率心衰竭 (heart failure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 HFrEF)病人的症狀，雖然發

病 率 和 死 亡 率 並 未 經 隨 機 對 照 試 驗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完善證實，

但許多治療試驗都顯示出 loop diuretics 可以

降低死亡風險，且相較安慰劑可以有效減緩

心衰竭惡化，同時也改善病人活動能力。適

當使用利尿劑可以降低腎靜脈壓 ( renal 

venous pressure, RVP)因此改善腎絲球過濾率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3,4。 

此外雖然 thiazide diuretics 同樣能達到利

尿效果，但對大部分的病人，面對嚴重的心

衰竭症狀及日益惡化的腎功能，loop diuretics

為更合適的選擇 3。 

 臨床研究 

根據 2002 年 Juan Cosín 等人發表的

Torasemide in chronic heart failure: results of 

the TORIC study 文獻，研究顯示相較於使用

furosemide or other diuretics，使用 torasemide 

(torsemide)可以顯著降低致死率 (4.5% vs 

2.2%, p < 0.05)，NYHA 心衰竭分級的進步於

torasemide組也較 furosemide or other diuretics

組佳 (45.8% vs 37.2%, p =0.00017)，在造成血

鉀濃度異常的不良反應方面，torasemide 組發

生率也較低 (12.9% v.s 17.9%, p =0.0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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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20年Bishoy Abraham MD等人發

表 的 Meta-Analysis Comparing Torsemide 

versus Furosemide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文獻，研究顯示 torsemide 相較於

furosemide 可以顯著改善心衰竭分級 (72.5% 

vs 58%, OR 2.32, 95% CI= 1.32, 4.10, p = 

0.004)、降低 cardiac mortality之風險 (1.5% vs 

4.4%; OR 0.37, 95% CI= 0.20, 0.66, p <0.001)，

雖然研究顯示 all-cause mortality 在兩組間並

無顯著差異，但經過作者的次分析，病人如

於門診就開始用藥物(而非住院後才開始使

用)，結果顯示 torsemide 組相較 furosemide

組可以降低其 all-cause mortality (14.5% vs 

42.4%, OR 0.56, 95% CI= 0.36, 0.85, p = 

0.004)，但在住院率的部份兩組間則無差異；

至於不良反應方面，研究也顯示 torsemide 組

和 furosemide 組之 medication side effect 並無

顯著差異(14.5% vs 11.9%; OR 1.27, 95% CI= 

0.65, 2.48, p= 0.48)，這也就代表著兩組間的

安全性相當 6。 

根據 Peter Samuel Eid等人於 2021年發

表的 Comparative effects of furosemide and 

other diuretics in the treatment of heart failure

文獻指出，torsemide 改善水腫的效果優於

furosemide (RR 1.54, 95% CI = 1.01, 2.35)、可

以降低 BNP之濃度(95% CI=− 122.57, − 5.43)、

減少 collagen volume fraction (CVF) (95% CI 

= − 0.867, –3.253, p = 0.001) (CVF 為造成

myocardial fibrosis 之指標，可能會導致心衰

竭病人預後較差) 7。 

這些研究的結論都顯示，心衰竭的病人

使用 torsemide相較於 furosemide可以改善其

水腫與心衰竭分級、降低致死率、降低血中

BNP濃度以及減少 CVF，而血鉀異常的不良

反應也較低，且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6。 

 藥物安全性 

Torsemide 的常見副作用包括：多尿

(6.7%)。嚴重的副作用包括低血壓、毒性表皮

壞死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TEN) 、

聽力喪失 8。 

 

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目前已有的口服 loop diuretics包含：

torsemide、furosemide、bumetanide，作用機

轉皆是抑制亨利氏環厚上行支管腔內膜上之

Na+/K+/2Cl-傳送系統，皆有利尿消水腫的效果，

但 torsemide相較於其他兩者有經衛生署核准

於腎因性水腫之治療，治療範圍明確，不過

每日藥費較其他兩者高。此藥的引進提供用

藥更多選擇。詳細藥物比較詳見表一。 

結語 

雖然院內已經有 loop diuretics 藥品可供

使用，但從相關文獻來看可以發現 torsemide

在療效及副作用有其優勢，torsemide 的引進

也為鬱血性心臟衰竭、腎疾病、肝臟疾病及

慢性腎衰竭等所引發的水腫症狀帶來另一種

治療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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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廠商資料：必瑞錠(Burinex®), Bumetanide 

1mg 錠劑. Harvester Trading, Taiwan, 2017. 

11. Furosemide. In: Micromedex® (electronic 

version). IBM Watson Health, Greenwood 

Village, Colorado, USA. Available at: 

https://www.micromedexsolutions.com/ 

(cited: 03/03/2022) 

12. Bumetanide. In: Micromedex® (electronic 

version). IBM Watson Health, Greenwood 

Village, Colorado, USA. Available at: 

https://www.micromedexsolutions.com/ 

(cited: 03/0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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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院內同類藥品比較 2,8,9,10,11,12   

學名 Torsemide 5mg Furosemide 40mg Bumetanide 1mg 

商品名 Torsix® 妥速適錠 Uretropic® 通舒錠 Burinex® 必瑞錠 

適應症 

(衛福部) 

治療鬱血性心臟衰竭、腎疾

病、肝臟疾病及慢性腎衰竭所

引發的水腫症狀，高血壓 

利尿、高血壓 水腫、利尿 

用法 

1.鬱血性心臟衰竭：起始劑量每

日一次，每次 10mg 或 20mg 

2.慢性腎衰竭：起始劑量每日一

次，每次 20mg 

3.肝硬化：起始劑量每日一次，

每次 5mg 或 10mg 

4.高血壓：起始劑量每日一次，

每次 5mg 

1.高血鈣：一天 120mg，一次或

分 2-3 次服用 

2.高血壓：起始劑量每日兩次，

每次 40mg 

3.利尿劑：起始劑量每日一次，

每次 20-80mg，再每隔 6-8 小

時另增加 20-40mg 

1.每日一錠 

2.小孩：每公斤體重 

0.03-0.06mg 

3.老年人：依據病人的反應而調

整劑量，某些病人每天 

0.5mg 即夠 

 

腎功能劑量

調整 
無尿者禁用 

中中度至重度腎功能不全者：對

於 acute decompensated heart 

failure，考慮提高起始劑量 

無尿者禁用 

肝功能劑量

調整 
肝昏迷者禁用 - 肝昏迷者禁用 

懷孕用藥 

建議 

根據動物試驗，懷孕婦女使

用可能對胎兒造成傷害 

根據動物試驗，懷孕婦女使

用可能對胎兒造成傷害 

根據動物試驗，懷孕婦女使

用可能對胎兒造成傷害 

優缺點 

1.經衛服部核准用於腎因性水

腫等之治療，治療範圍明確 

2.老年人及洗腎者不需調整劑

量、與食物併服不影響吸收 

3.長期使用可改善心衰竭分

級、致死率 

4.用於兒童之安全性及有效性

尚未建立 

1.上市時間較早，臨床使用經驗

豐富 

2.可用於兒童 

1.可用於兒童 

2.食物可能會影響藥品吸收 

3.無高血壓適應症 (off-labe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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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藥介紹： Formoterol and glycopyrronium 

(Bevespi Aerosphere
®
) 

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 張主芸藥師 

 前言 

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為呼吸道慢性發炎，

造成不可逆之肺實質破壞以及小呼吸道狹窄

阻塞，進而導致呼氣氣流受阻及肺部空氣滯

積 (air trapping)，產生咳嗽、咳痰、喘鳴及

呼吸困難等症狀。雖然無法治癒，但為可治

療及預防之疾病 1。慢性阻塞性肺病主要分為

慢性支氣管炎及肺氣腫，其症狀常見有咳嗽、

痰、呼吸困難，及肺功能的惡化。危險因子

有抽菸、空氣汙染及氣喘。診斷慢性阻塞性

肺病，必需施行肺量計檢查(spirometry)，測

量用力呼氣一秒量(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1 second, FEV1)與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當肺量計檢查顯示吸入支氣

管擴張劑之後用力呼氣一秒量/用力呼氣肺

活量 (FEV1/FVC) 小於 0.7，代表病人有不

完全可逆之呼氣氣流受阻 1。 

現行的藥物治療方式有祛痰劑、類固醇、

支氣管擴張劑及抗生素等，本文將介紹本院

新進的複方治療藥物：Formoterol and 

glycopyrronium (Bevespi Aerosphere®)。 

 成分 

本藥品含有主成分 Formoterol fumarate 

dehydrate 5mcg 及 Glycopyrronium 7.2 mcg，

商品名為 Bevespi Aerosphere®，中文藥名為

必肺宜氣化噴霧劑，是一種加壓定量吸入劑，

包括一個加壓鋁罐，附有劑量顯示器，每罐

含有 120 次吸入量 2。 

 治療用途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適應

症為：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病人氣流阻塞的

長期維持治療 2。重要的使用限制為不可使用

於緩解急性支氣管痙攣或治療氣喘 2。 

 作用機轉 

Glycopyrronium 為長效抗毒蕈鹼劑

(Long-acting muscarinic antagonist, LAMA)，

又稱為抗膽鹼藥物，其對毒蕈鹼受體亞型 

M1 至 M5 的親和力大致相同。它在氣道中產

生藥理作用的方式是透過抑制平滑肌上的

M3 接受體，從而導致支氣管擴張。而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是作用迅速的

長效選擇性 β2 腎上腺素性作用劑 (Long 

acting Beta-2 agonists, LABA)，經吸入後在肺

內作為支氣管擴張劑，在局部發揮作用 2。 

 藥物動力學 2 

經由口腔吸入後，在 Glycopyrronium 與

Formoterol fumarate 都可觀察到線性藥物動

力學。在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吸入後，

Glycopyrronium 僅需 5 分鐘可達到最大血漿

濃度，而 Formoterol fumarate 則需 20-60 分鐘

才達到最大血漿濃度。重複投與 Glycopyrro- 

nium 與 Formoterol fumarate 之後，2-3 天內

可達到穩定狀態。 

Glycopyrronium 中央室體積和周邊室體

積分別為 951 L 和 2019 L。Formoterol 

fumarate 中央室體積和周邊室體積分別為

948 L 和 434 L。Formoterol 的血漿蛋白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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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為 46%至 58%。 

代謝在 Glycopyrronium 總體排除中扮演

次要角色。Formoterol 的主要代謝途徑是直

接葡萄醣醛酸化與 O-去甲基化(主要負責酵

素為 CYP2D6 和 CYP2C)，然後再與無活性

代謝物結合。Formoterol 次要代謝途徑包括

去甲醯基化以及與硫酸鹽結合。 

Glycopyrronium 和 Formoterol 的排除半

衰期均為 11.8 小時。 

目前尚未進行肝、腎功能不全病人對

Glycopyrronium 和 Formoterol 藥物動力學影

響的專門研究。 

 劑量及用法 

本藥品使用方式為每天早晚各一次，每

次吸入兩下，不可超過每天兩次，每次吸入

兩下。吸入一次遞送7.2微克 Glycopyrronium

和 5 微克 Formoterol fumarate dehydrate。初

次使用要先遠離臉部對空釋放 4 次噴霧，並

且在每次噴霧前需振搖均勻。 

Bevespi Aerosphere®的壓力小瓶頂端附

有劑量顯示器。在第一次使用前，請確認劑

量顯示器的指針是指向顯示窗內”120”標誌

右方的位置，指針會在每使用 10 次(噴)之後

持續移動，而劑量顯示窗裡的數字會在每 20

次(噴)後持續改變，當吸入器只剩下 20次(噴)

的藥量時，劑量顯示器之顯示窗會轉換成紅

色。 

若超過 7天未使用Bevespi Aerosphere®，

需將其振搖均勻並對空釋放 2 次噴霧後才能

使用。當劑量顯示器顯示窗口顯示為零或從

鋁箔袋中取出 3 個月後(以先到者為準)，即應

丟棄不再使用，切勿將藥罐浸入水中來確定

藥罐中剩餘的量。2 

 懷孕與授乳 2 

Bevespi Aerosphere®或其個別成分 

Glycopyrronium 和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目前並沒有針對孕婦適當且對照良

好的試驗。因此只有在預期效益大於對胎兒

的潛在危險時，才可以在懷孕期間使用。 

就動物實驗而言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已被證明對大鼠有致畸性、殺胚胎、

增加出生時和哺乳期的幼鼠死亡、減輕幼鼠

體重，並對兔子有致畸性。至於 Glycopyrron- 

ium，在對大鼠及兔子分別投予約相當於成人

每日最高建議吸入劑量18,000 和270倍的劑

量之後，並未發現任何致畸作用。而在人類

的單劑量研究發現非常少量的 Glycopyrron- 

ium 通過了胎盤屏障 2。 

由於目前尚無哺乳母親使用 Bevespi 

Aerosphere®的對照組試驗數據，仍未知其是

否會分泌進入人類的乳汁中。而動物實驗方

面曾在哺乳大鼠的乳汁中檢測到 Formoterol 

fumarate。因此應考慮 Bevespi Aerosphere®對

哺乳母親的重要性，作出停止哺乳或停用

Bevespi Aerosphere®的決定。 

 臨床治療地位 

治療慢性肺阻塞之藥物包括類固醇、茶

鹼、支氣管擴張劑(包括 β2 腎上腺素性作用

劑和抗膽鹼藥物)、第四型磷酸二酯抑制劑

（PDE4 inhibitor）、抗生素及化痰藥。 

根據 2022 年發表的 GOLD 治療指引，

LAMA與LABA併用於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病，

能改善肺功能並降低惡化速度。Bevespi 

Aerosphere®為含有 LAMA 與 LABA 之複方

藥品，適用於分類 Group D 病人(兩次以上急

性惡化或一次以上惡化導致住院，且 mMRC 

≧2 或 CAT≧10 分)，用於慢性肺阻塞性肺病

病人氣流阻塞的長期維持治療 7。 

而在 2019 年發表的系統性回顧研究中

Glycopyrrolate 及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與其他成分之

LAMA 與 LABA 複方藥品相當 6。 

 臨床研究 8 

在一項雙盲、隨機分配研究中，收納 1756

位年齡介於 40 到 80 歲間，患有中度到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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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隨機分為四組進行

為期 24 週的試驗。扣除退出試驗或結果不符

合納入分析之病人，共有 1740 位病人納入分

析，其中 551人接受Glycopyrrolate/formoterol 

fumarate (GFF) 18/9.6 µg 治療，474 人接受

Glycopyrrolate 18 µg (GP)治療，480 人接受

Formoterol fumarate (FF)9.6 µg 治療，235 人

使用安慰劑。 

在 24 週的試驗中，在第 2、4、8、12、

16、20、24 週的用藥前 FEV1 相較於基礎值

的變化，GFF組的數值均大於其他三組。 TDI 

score (過渡性呼吸困難指數)、SGRQ score (聖

喬治呼吸問卷)分數上相較安慰劑組也有顯

著進步。 

 藥物安全性 2 

Bevespi Aerosphere®常見副作用包括咳

嗽(4%)、尿路感染(2.6%)，其他副作用發生

率介於 1%到 2%包括關節痛、胸痛、牙膿瘍、

肌肉痙攣、頭痛、口咽痛、嘔吐、四肢疼痛、

頭暈、焦慮、口乾、跌倒、流感、疲勞、急

性鼻竇炎等。 

研究顯示使用長效β2交感神經作用劑

單一療法治療氣喘[未併用吸入性類固醇

(Inhaled corticosteroids,ICS)]，與氣喘相關死

亡風險增加有關，所以 LABA 不適用於未使

用 ICS 的氣喘病人。Bevespi Aerosphere ®對

於氣喘病人的安全和療效尚未確立，所以

Bevespi Aerosphere ®不適用於治療氣喘。 

由於本品可能造成狹角性青光眼惡化，

有狹角性青光眼病史的病人應謹慎使用。另

外，有前列腺肥大或膀胱頸阻塞病史的病人

使用時應注意是否出現尿液滯留的狀況。 

院內同類藥比較 

本院含有長效抗毒蕈鹼劑及長效選擇性

β2 腎上腺素性作用劑複方吸入劑品項有

Bevespi Aerosphere®、Anoro Ellipta®、Spiolto 

Respimat®、Ultibro  breezhaler®詳細比較列

於表一。 

結語 

院內雖已有另外三種含有長效抗毒蕈鹼

劑與長效選擇性 β2 腎上腺素性作用劑之複

方吸入劑，但 Bevespi Aerosphere®是唯一含

有速效成分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的

藥品，作為慢性肺阻塞病人之長期維持用藥。

而且由於 Bevespi Aerosphere®屬氣化噴霧劑

型，使用上適合吸氣時力道不足的病人，對

於使用呼吸器族群也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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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院內類似藥物比較 2,3,4,5 

 

藥名 

(學名) 

Glycopyrronium/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Umeclidinium/ 

Vilanterol 

Tiotropium/ 

Olodaterol 

Glycopyrronium/ 

Indacaterol 

商品名 Bevespi aerosphere® Anoro Ellipta® Spiolto respimat® Ultibro breezhaler® 

中文名 必肺宜氣化噴霧劑 安肺樂易利達 適倍樂舒沛噴吸入劑 昂帝博吸入膠囊 

含量 7.2/5.0 微克 55/22 微克 2.5/2.5 微克 50/110 微克 

作用機轉 LAMA+ LABA LAMA+ LABA LAMA+ LABA LAMA+ LABA 

適應症 

(衛福部) 

適用於慢性阻塞性肺

病病人氣流阻塞的長

期維持治療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

之氣道阻塞症狀的維

持治療 

慢性阻塞性肺疾(包

括慢性支氣管炎及肺

氣腫)之長期維持治

療 

慢性阻塞性肺疾 (包

括慢性支氣管炎及肺

氣腫 ) 之維持治療。 

給藥方式 吸入 

用法 
每天兩次， 

每次吸入兩下。 

每天一次， 

每次吸入一下。 

每天一次， 

每次吸入兩下。 

每天一次， 

每次吸入一下。 

半衰期 

(小時) 
11.8 11 27-45 33-126 

副作用

(>1%) 

咳嗽、尿路感染、關

節痛、胸痛、牙膿瘍、

肌肉痙攣、頭痛、口

咽痛、嘔吐、四肢疼

痛、頭暈、焦慮、口

乾、跌倒、流感、疲

勞、急性鼻竇炎、挫

傷 

咽炎、鼻竇炎、下呼

吸道感染、便祕、腹

瀉、四肢疼痛、肌肉

痙攣、頸部疼痛、胸

痛 

口乾、背痛、鼻咽炎 上呼吸道感染、鼻咽

炎、尿道感染、鼻竇

炎、鼻炎、過敏、血

糖過高症及糖尿病、

眩暈、頭痛、咳嗽、

消化不良、蛀牙 

孕婦用藥 

分級 
C 級 C 級 C 級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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