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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有關「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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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日期: 990714
..‘
藥品成分 Orciprenaline sulphate
藥品名手再 本署核准單方製劑許可證共主生一張，包括:喘樂克綻(歐希林硫酸鹽)

及許可證字 (ALUPENTTABLETS)衛署藥製字第 028515 號，詳女口後附。
號

適應症 氣喘及支氣管疫擎

訊息緣由
99.07.07 英國衛生部 (MHRA)發布有關含 Orciprenal ine 'sulphate
藥品之安全資訊。

Orciprenaline sulphate 成分藥品屬於非專一性乙型交成神經致效劑

(non-specific beta-agonist) ，依據研究報告發現，與專一型乙型

藥品安全有 交~神經致效劑 (specific beta-agonist) 之氣喘治療藥品比較"該

關資訊分析 藥品之支氣管擴張療效較低，但心臟副作用發生率(包括心悸、心跳

及描述 過速)較高，英國衛生部經評估該藥品之風險及臨床效益，將於 2010
年9月 30 日將該成分藥品撤離英國市場，並建議醫師為正在使用該藥品
之病人尋求其他替代藥品。

我國採取措
我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將於近期內，積極彙整圈內、國外相關安全資訊，

針對含 orciprenal ine sulphate 成分藥品進行風險及效益再評估，屆
草包

時將公布評估結果。

風險溝通對 國醫師 圓藥師 國護士 口一般民眾口其他

象



d

。本署核准含 Orciprenaline sulphate 成分之單方製劑
口許可證字號 |中文品名11 英文品名

11
申請商

11
製造廠

衛署藥製字川ALUTI N TABLETS "YUNG 永信藥品工業
永信藥品工業

第 009478 股份有限公司SHIN" 股份有限公司
號 台中幼獅廠

衛署藥製字
安祿注射 ALUTIN INJECTION "YUNG 永信藥品工業 永信藥品工業

第 010317 股份有限公司
液 SHIN" 股份有限公司

號 台中幼獅廠

衛署藥製字 I~M~~IBRONDIN TABLETS 臺灣派頓化學 臺灣派頓化學

第 010775 製藥股份有限 製藥股份有限"PATRON"
號 公司 公司岡山廠

衛署藥製字 強生化學製藥 強生化學製藥

第 011044 諾抑鳴金定 NONASMA TABLETS 廠股份有限公 廠股份有限公

室主 司 司

川川仆U刊
衛署藥製字

喘立克注 瑞士藥廠股份 瑞士藥廠股份
第 011782 ASTHNIL INJECTION

射液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蓋

衛署藥製字日ASTHMIN TABLETS 厚生製藥廠股 厚生製藥.廠股
第 011971 "PFOSHEN" 份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
號

衛署蕪製字 門些 合誠化學製藥 合誠化學製藥
第 011983 ORCITRAN TABLETS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號

衛署藥製字
貝朗寧注 BROND 1N 1NJECTION 是灣派頓化學 臺灣派頓化學

第 012060 製藥股份有限 製藥股份有限
射液 "PATRON"

號 公司 公司岡山廠

衛署藥製字
奧西佈寧 中菱醫藥有限 政德、製藥股份

第 012333 ORCIPRIN CAPSULES
膠囊 公司 有限公司

號

衛署藥製字
諾抑喘綻

強生化學製藥 強生化學製藥

第 012860 NONASMA TABLETS 20MG 廠股份有限公 廠股份有限公
20 公絲、

號 司 司

衛署藥製字
瑞喘主定2 BRONOUT TABLETS 20MG 瑞人企業股份

壽元化學工業

第 013007 股份有限公司
O 公絲、 11 JINUP" 有限公司

號 湖內廠



衛署蕪製字
歐希林注 ORCIPRENALINE 壽元化學工業 壽元化學工業

第 013199
射液 INJECTION "S.Y."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號

衛署蕪製字|刊ORCIPRENALINE TABLETS 壽元化學工業 壽元化學工業
第 013955 "S.Y."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號

衛署蕪製字

"
ORCIPRENALINE TABLETS 嘉信藥品股份 政德製藥股份

第 015314 "c. S.P."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號

衛署藥製字
歐希林注 ORCIPRENALINE 應元化學製藥 應元化學製藥

第 015613
射液 INJECTIONS "Y.Y."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號

衛署藥製字 喘立靜綻 ASRITIN TABLETS
皇佳化學製藥 皇佳化學製藥

第 019548 (歐希 (ORCIPRENALINE)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號 林) "ROYAL"
衛署藥製字 止喘綻 CHIU TSUAN TABLETS 中美兄弟製藥 中美兄弟製藥
第 021639 (歐希 "C.M."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2主 ~木.、)

衛署藥製字 去喘順綻 CHIZENSWN TABLETS 居禮化學藥品 居禮化學藥品

第 021863 (歐希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ORCIPRENALINE)" CURIE"
號 林) 淡水廠 淡水廠

衛署藥製字 歐立息注 ORICIN INJECTION 恆信藥品有限 政德製藥股份
第 022774 射液(歐 "H.S.C." 公司 有限公司
號 希林)

衛署藥製字
"內外" 內外化學工業 內外化學工業

第 024588 SALUPEN TABLETS
喘能平綻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號

衛署藥製字
安嗽喘生定

20 公絲、AISOPENT TABLETS 20MG 大豐製藥股份 大豐製藥股份
21 第 025847

(歐希 (ORCIPRENALINE) "T.F."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號

林)

衛署藥製字
優治喘綻

正和製藥股份
20 公絲 OLUPENT TABLETS 20MG 正和製藥股份

22 第 026067 有限公司新營
(歐希 (ORCIPRENALINE) "C.H." 有限公司

號 廠
汁~不，\)

〕風衛署藥製字 |喘樂克綻11ALUPENTTABLETS 2師 11壹灣百靈佳殷 11壹灣百靈佳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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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8515 20 公絲、(ORCIPRENALINE 格翰股份有限 格翰股份有限

號 (歐希林SULFATE) 公司 公司新竹廠

石東西主鹽)

衛署藥製字
喘樂平綻

ALUPIN TABLETS 20MG 景德製藥股份

24 第 038649
20 公絲、

(ORCIPRENALINE)
景德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土城
(歐希 有限公司

號 " KINGDOM" 工廠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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