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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稿  

日期 99.5.5 單位 藥品組 編號  

標題 食品藥物管理局提醒：性腺激素釋放素（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GnRH）促進劑類藥品之安全資訊 

    近日美國 FDA 針對治療前列腺癌藥品「性腺激素釋放素促進劑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GnRH agonist），以下簡稱 GnRH 促進

劑」之安全進行評估計畫，初步發現男性使用 GnRH 促進劑類藥品治療前列腺

癌時，可能會小幅增加病人糖尿病和某些心血管疾病（例如：心臟病發作、心

臟猝死、中風）之風險。雖然該類藥品之評估計畫仍在進行中，美國 FDA 尚未

做出該藥與糖尿病或心血管疾病關聯性之結論，但是為了提升病人用藥安全，

美國 FDA 提醒醫師為病人處方藥品時，宜審慎評估用藥風險，且對於服用該類

藥品之病人應進行糖尿病和心血管疾病等不良反應之監視，病人倘若有服用藥

品之疑慮，應洽詢主治醫師，切勿自行停藥。GnRH 促進劑類藥品也用於治療女

性和小孩其他的適應症（例如停經前或更年期婦女之乳癌治療，子宮內膜異位

之治療、中樞性早熟…等），但目前並無資料顯示且亦無資料可供評估女性和

小孩服用該類藥品是否也會增加糖尿病和心血管疾病之風險。 

經查，衛生署核准 GnRH 促進劑類藥品包括：leuprolide（leuprorelin）、

goserelin、triptorelin、nafarelin 及 buserelin 等成分（其許可證及適應症請參閱下

表），因其可能引起腦下垂體中風（pituitary apoplexy）之不良反應，衛生署曾於

98 年再評估其風險與效益，並於 98 年 4 月 8 日公告含前述成分藥品應於仿單之

「不良反應」處，增加刊載「在上市後監視中，使用 GnRH agonist 後曾有發生

腦下垂體中風(Pituitary apoplexy)的罕見案例報告，這些案例中大多數病患被診

斷出罹患腦下垂體腺瘤（pituitary adenoma）。而腦下垂體中風多發生在使用第

一劑的二週內，有一些則很快發生(1 小時內)。腦下垂體中風的症狀呈現突發性

頭痛、嘔吐、視覺變化、眼部肌肉麻痺、精神狀況改變，有時出現心血管衰竭。

發生腦下垂體中風時，需要立即的醫療照顧」，並且必須於 98 年 9 月 30 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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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完成。另查全國藥物不良反應通報資料，尚無疑似使用該類藥品引起糖尿

病或心血管疾病之不良反應通報。除此之外衛生署核准該類藥品仿單之「副作

用」章節中也刊載「…心臟血管系統：充血性心衰竭、周邊水腫、靜脈栓塞/靜

脈炎、肺栓塞等…」。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再次提醒醫師為病人處方 GnRH 促進劑類藥品時，宜

審慎評估病人之臨床效益與風險，同時監視病人可能出現腦下垂體重風、糖尿

病或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症狀。食品藥物管理局將加強監視 GnRH 促進劑類藥品

之安全性，同時密切注意美國進一步評估結果，以確保病患用藥安全。食品藥

物管理局已建立藥物安全資訊主動監控機制，除有藥物不良反應通報系統之

外，對於安全有關訊息，隨時進行瞭解，以保障民眾之用藥安全，提醒醫療人

員或病患懷疑因為使用（服用）藥品導致不良反應發生時，請立即通報給衛生

署所建置之全國藥物不良反應通報中心，藥物不良反應通報專線 02-2396-0100，

網站：http://adr.do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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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含 leuprolide 成分藥品許可證: 4 張 
 許可證 中文藥品名稱 英文藥品名稱 適應症 

1 衛署藥製字第 049838 號 
恩必來注射液 
5 毫克/毫升 

Lupro Injection 
5mg/ml  

前列腺癌舒解治療。 

2 衛署藥輸字第 018321 號 
柳菩林注射液

５公絲/公撮 

Leuprolide 
acetate injection 
5mg/ml  

前列腺癌舒解治療。 

3 衛署藥輸字第 019493 號 
柳菩林持續性

藥效皮下注射

劑 3.75 公絲 

Leuplin depot 
3.75mg s.c. 
injection  

前列腺癌舒解治療，子宮內膜異位，中樞性

性早熟症，因子宮肌瘤引起之經血過多及貧

血而預計進行手術切除者，停經前乳癌。 

4 衛署藥輸字第 023360 號 
柳菩林注射液 5
公絲/公撮  

Leuprolide 
acetate 5mg/ml

前列腺癌舒解治療。 

 

二、含 goserelin 成分藥品許可證: 2 張 

  許可證 中文藥品品名 
英文藥品品

名 
適應症 

1  衛署藥輸字第 022137 號 諾雷德持續性注射劑
Zoladex 
3.6mg depot

嚴重攝護腺癌之輔助治療，停經前或更

年期婦女之乳癌治療，子宮內膜異位之

治療、手術前薄化子宮內膜及縮小子宮

肌瘤、人工協助生殖。 

2  衛署藥輸字第 022233 號 
諾雷德持續性注射劑

10.8 公絲  
Zoladex la 
10.8mg depot

攝護腺癌。  

 

三、含 triptorelin 成分藥品許可證: 6 張 

 許可證字號 
中文藥品品

名 
英文藥品品名 適應症 

1 
衛署藥輸字

第 020827 號 
弟凱得注射

劑  
Decapeptyl CR  

攝護腺癌之輔助療法，子宮內膜異位症，子

宮肌瘤切除手術前縮減子宮肌瘤體積之輔

助治療，中樞性性早熟、女性不孕症在體外

受精及胚胎植入(IVF-ET)之輔助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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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衛署藥輸字

第 023308 號 

達菲林長效

注射劑３．７

５毫克  

Diphereline P.R. 
3.75mg  

攝護腺癌之輔助療法，子宮內膜異位症，子

宮肌瘤切除手術前縮減子宮肌瘤體積之輔

助治療，中樞性性早熟、女性不孕症在體外

受精及胚胎植入(IVF-ET)之輔助治療。  

3 
衛署藥輸字

第 024382 號 

德菲樂寧長

效注射劑

3.75 毫克  

Diphereline P.R. 
3.75mg  

攝護腺癌之輔助療法，子宮內膜異位症，子

宮肌瘤切除手術前縮減子宮肌瘤體積之輔

助治療，中樞性性早熟、女性不孕症在體外

受精及胚胎植入(IVF-ET)之輔助治療。  

4 
衛署藥輸字

第 024383 號 
達菲林注射

劑 0.1 毫克  
Diphereline 0.1mg  

女性不孕症、在體外受精及胚胎植入

(IVF-ET)之輔助治療。  

5 
衛署藥輸字

第 024528 號 

達菲林長效

注射劑 11.25
毫克  

Diphereline P.R. 
11.25mg powder and 
solvent for suspension 
for injection(IM) 
3-month prolonged 
release form  

攝護腺癌以及子宮內膜異位症之輔助療法。 

6 
衛署藥輸字

第 024602 號 

弟凱得注射

液 0.1 毫克/
毫升  

Decapeptyl Solution for 
injection 0.1mg/ml  

攝護腺癌之輔助療法，子宮內膜異位症，子

宮肌瘤切除手術前縮減子宮肌瘤體積之輔

助治療，女性不孕症在體外受精及胚胎植入

(IVF-ET)之輔助治療。 

 

四、含 nafarelin 成分藥品許可證: 1 張 
 許可證字號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  

1 衛署藥輸字第023269號 先納若 鼻用噴液劑 Synarel nasal solution 治療子宮內膜異位症。

 

五、含 buserelin 成分藥品許可證：2 張 
 許可證字號 中文藥品品名 英文藥品品名 適應症 

1 衛署藥輸字第 021575 號 舒培盟注射液  Supremon injectable solution 前列腺癌。 

2 衛署藥輸字第 021686 號 舒培盟噴鼻液  Supremon nasal solution  前列腺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