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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發行人：周德陽  總編輯：謝右文  編輯：藥劑部藥物資訊中心

【藥品包裝異動資訊】 

項目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3.0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AKURI3 

藥品學名 Akurit-3 150/75/275mg/Tab 

藥品中文名 立剋核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Akurit-3 150/75/275mg/Tab 

藥商/製作商 微確藥品有限公司 / LUPIN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黑色字體印刷 鋁箔綠色字體中文印刷+條碼 

適應症 結核病 

副作用 頭痛、噁心、嘔吐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551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519 號 

附註  

藥 劑 快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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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3.04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OCARBOM1 

藥品學名 Carbomer gel 0.2% 10 g/Tube 

藥品中文名 睛瑩眼用凝膠 

藥品商品名 Ginpol gel 0.2% 10g/Tube 

藥商/製作商 妙仁企業有限公司 / 溫士頓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白底包裝 綠底包裝 

適應症 乾眼症。 

副作用 眼睛暫時刺激感和發癢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48473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473 號 

附註 105..；廠商發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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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3.0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RISPER1 

藥品學名 Risperidone IM susp. 37.5mg/Vial 

藥品中文名 維思通肌肉注射用懸液劑 

藥品商品名 Risperdal Consta 37.5mg/Vial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嬌生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盒綠白黃三色印刷 外盒綠白雙色印刷 

適應症 

治療急性及慢性思覺失調症之精神病及其他有明顯活性症狀

(如幻覺、妄想、思考障礙、敵意、多疑)和/或負性症狀(如情

感遲滯、情緒和社交退縮、缺乏言談)的精神異常狀況。

RISPERDAL CONSTA 亦可減輕伴隨思覺失調症產生之情感症(如

抑鬱、愧疚感、焦慮)。 Risperdal Consta 可合併鋰鹽及

Valproate 以預防快速循環型雙極性疾患(Rapid cycling 

bipolar disorder)之復發。 Risperdal Consta 可單獨使用作

為非快速循環型之第一型雙極性疾患病患的維持治療，以預防

狂躁或混合型復發。 

副作用 抑鬱,疲倦,錐體外症狀,體重增加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BC238592EV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859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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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規格量變更 收文日期:105.03.3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OFLUOC2 OFLUOC2 

藥品學名 FLUOcinonide OINT(橘)0.05% 

藥品中文名 妥膚淨軟膏 

藥品商品名 
TOPsym OINT(橘)0.05% 

5g/Tube 

TOPsym OINT(橘)0.05% 

20g/Tube 

藥商/製作商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 台田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5 公克包裝 20 公克包裝 

適應症 

急性濕疹、慢性濕疹、乳、小兒濕疹、脂漏性濕疹、貨幣狀濕

疹、接觸性皮膚炎、異位性皮膚炎、尋常性皮膚炎、尋常性乾

癬、圓形脫毛症、尋常性白斑、掌蹠膿疱症、癢疹類（蕁麻疹

樣苔癬、粟粒疹或小丘疹、固定蕁麻疹） 

副作用 刺激感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AC180883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8088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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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3.28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ASUNAP1 

藥品學名 Asunaprevir 100mg/cap(自費) 

藥品中文名 速威干軟膠囊 

藥品商品名 Sunvepra 100mg/Cap(自費)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必治妥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日文包裝 中文包裝 

適應症 

(1)與 daclatasvir 併用，治療先前未曾接受治療、不適合接受

interferon 或 ribavirin 治療或先前曾以 interferon 及

ribavirin治療失敗(包括對先前治療無反應、部份反應及復發)

之代償性肝病(包括肝硬化)成人患者(18歲及以上)的慢性 C型

肝炎基因型第 1b 型感染症。 (2)與 daclatasvir、

peginterferon 及 ribavirin 併用，治療先前未曾接受治療或

先前曾以 interferon 及 ribavirin 治療失敗(包括對先前治療

無反應、部份反應及復發)之代償性肝病(包括肝硬化)成人患者

(18 歲及以上)的慢性 C型肝炎基因型第 1型感染症。 

副作用 頭痛、疲倦、腹瀉 

懷孕用藥分級 X 

授乳 不可哺乳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60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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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3.0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ATORVA2 

藥品學名 AtorvaStatin 20mg/Tab 

藥品中文名 立普妥膜衣錠 20 

藥品商品名 LIPITOR 20mg/Tab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輝瑞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裸錠為橢圓形 裸錠為圓形 

適應症 

高膽固醇血症、高三酸甘油脂血症。對於臨床上沒有冠心病的

第二型糖尿病患者，但是至少有任一其他冠心病危險因子，包

括高血壓、視網膜病變、白蛋白尿、或吸煙，Lipitor 適用於：

降低心肌梗塞的風險、降低中風的風險。降低冠心病高危險群

的心血管事件發生率。對於臨床上沒有冠心病的高血壓患者，

但是至少有三個其他冠心病危險因子，包括第二型糖尿病、年

紀大於等於 55 歲、微白蛋白尿或蛋白尿、吸煙、或第一等親在

55 歲(男性)或 60 歲(女性)前曾經發生冠心病事件，Lipitor 適

用於：降低心肌梗塞的風險、降低中風的風險、降低血管再造

術與心絞痛的風險。 

副作用 腹痛,便秘,脹氣,噁心,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X 

授乳 不可哺乳 

健保代碼 BC2289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90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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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3.3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BETAHI2 

藥品學名 Betahistine dihydrochloride 16mg/Tab 

藥品中文名 寧耳眩錠 

藥品商品名 Nilasen 16mg/Tab 

藥商/製作商 倍斯特醫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瑩碩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調整印刷字樣 

適應症 梅尼爾氏症候群引起之眩暈、聽力障礙。 

副作用 皮疹,癢疹及蕁麻疹, 腸胃不適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47092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092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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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3.3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VALACI 

藥品學名 Valaciclovir 500mg/Tab 

藥品中文名 袪疹易錠 

藥品商品名 Valtrex 500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葛蘭素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印刷字樣變更 

適應症 帶狀疱疹、復發性生殖器疱疹的預防及治療。 

副作用 頭痛(13-38%)，噁心(5-15%)，皮疹、疲倦(8%) 

懷孕用藥分級 B 

授乳 可以 

健保代碼 BC2178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788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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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藥品換廠資訊】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5.03.29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ALLOPU TALLOPU1 

藥品學名 Allopurinol 100mg/Tab 

藥品中文名 痛酸立克 安樂普利諾錠 

藥品商品名 Tonsaric 100mg/Tab Allopurinol  100mg/Tab 

藥商/製作商 
信東生技 / 信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永信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痛風症、痛風性關節炎、尿酸

結石、癌症或經化學治療產生

之高尿酸血症。 

痛風症、痛風性關節炎、尿酸

結石、癌症或經化學治療產生

之高尿酸血症。 

副作用 搔癢, 皮膚疹, 噁心, 嘔吐 

懷孕用藥分級 C(B2)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430741G0 AC14228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07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4228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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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5.03.0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CAL-C1 TCAL-C2 

藥品學名 Calcium Carbonate 500mg/Tab 

藥品中文名 胃鈣寧錠 碳酸鈣錠 

藥品商品名 
Gaining 500mg/Tab Calcium Carbonate  

500mg/Tab 

藥商/製作商 鎰浩股份有限公司/井田/天下 鎰浩股份有限公司 / 利達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緩解胃部不適或灼熱感，或經

診斷為胃及十二指腸潰瘍、胃

炎、食道炎所伴隨之胃酸過

多。 

緩解胃部不適或灼熱感、或經

診斷為胃及十二指腸潰瘍、胃

炎、食道炎所伴隨之胃酸過

多。 

副作用 高鈣, 便祕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676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537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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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5.03.30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CHORAL LCHORAL1 

藥品學名 Chloral hydrate solution 10% 

藥品中文名 - - 

藥品商品名 
Chloral hydrate solution 

10% 

Chloral hydrate 30mL/Bot 

藥商/製作商 
-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委託晟德製造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小兒進行腦波或其他檢查前直腸灌注用。 

副作用 噁心、嘔吐 

懷孕用藥分級 C(A) 

授乳 可以 

健保代碼 無 無 

許可證字號 自製品 委託晟德製造 

附註 改由專業藥廠製作與供應，單次使用，不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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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5.03.30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ATROP IATROPI 

藥品學名 Atropine sulfate 1mg/mL/Amp 

藥品中文名 硫酸阿托平 硫酸阿託品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Atropine 1mg/mL/Amp Atropine 1mg/mL/Amp 

藥商/製作商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膽石症、幽門痙攣、胃酸過多、

胃痙攣、有機磷化物、毛果芸

香鹼中毒、診斷用散瞳、調節

痙攣、乙醚等麻醉時之抑制支

氣管分泌 

痙攣、支氣管炎、氣喘、膽石

痛 

副作用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可以 

健保代碼 AC04951209 AC33763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495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763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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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5.03.1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EPHEDR IEPHEDR1 

藥品學名 Ephedrine HCL 40mg/mL/Amp 

藥品中文名 鹽酸麻黃素 麻黃素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Ephedrine 40mg/mL/Amp Ephedrine HCL 40mg/mL/Amp 

藥商/製作商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支氣管性氣喘、血管運動神經

性鼻炎、過敏性鼻炎、脊椎麻

醉導致之急性低血壓 

咳嗽、氣喘性支氣管炎、氣喘

副作用 高血壓、噁心、嘔吐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NC08061209 AC33867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806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867 號 

附註 暫代缺貨的信東 Ephedrine 

 

  



2016年 03月 31日                                    藥劑快訊 第 243期 

15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5.03.0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MINOXI LMINOXI2 

藥品學名 Minoxidil 

藥品中文名 建樂絲生髮泡沫液 落建生髮慕絲 

藥品商品名 
Folux foaming sol'n 5% 

90mL/Bot 

Regaine 5% Topical Aerosol 

Foam 60g/Bot 

藥商/製作商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仙台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雄激素性禿髮。 雄激素性禿髮。 

副作用 頭皮刺激性、皮膚炎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38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22 號 

附註 因缺貨，請改用落建生髮慕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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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5.03.1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OTAZARC OTAZARC1 

藥品學名 Tazarotene cream 0.1%  30g/Tube 

藥品中文名 羅膚格外用乳膏劑 癬痘克乳膏 

藥品商品名 ZORAC cream 0.1% 30g/Tube Karac cream 0.1%  30g/Tube

藥商/製作商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 愛

力根 

幸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中

生生技 

外觀圖片 

適應症 乾癬及尋常性痤瘡。 

副作用 搔癢,發紅,灼熱感 

懷孕用藥分級 X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BC23854343 AC49670343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85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670 號 

附註 原廠停止亞洲地區銷售，改用癬痘克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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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新進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5.03.01 

醫令代碼 TPITAVA2 

藥品學名 Pitavastatin(強生) calcium 2mg/Tab 

藥品中文名 脂必妥膜衣錠 2毫克 

藥品商品名 Pitavol 2mg/Tab(強生) 

藥商/製作商 妙仁企業有限公司 / 保瑞/強生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及混合型血脂異常 

副作用 腰痠(1.4-3.9%)，便秘(1.5-3.6%)，肌痛(1.9-3.1%) 

懷孕用藥分級 X 

授乳 不可哺乳 

健保代碼 AC58078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078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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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臨時採購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5.03.17 

醫令代碼 IADAMEL 

藥品學名 Addamel N 10mL/Amp 

藥品中文名  

藥品商品名 Addamel N 10mL/Amp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費森尤斯卡比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微量元素補充 

副作用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X000143229 

許可證字號 臨採成人專用 

附註 臨採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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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5.03.18 

醫令代碼 IDULAG1 

藥品學名 Dulaglutide 1.5mg/0.5mL/Syringe 

藥品中文名 易週糖 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Trulicity 1.5mg/0.5mL/Syringe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禮來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第 2 型糖尿病 

副作用 便祕、脹氣、腹脹、胃食道逆流、打嗝。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78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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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5.03.31 

醫令代碼 ISECUKI 

藥品學名 Secukinumab 150mg/mL/Syringe 

藥品中文名 可善挺注射液劑 

藥品商品名 Cosentyx 150mg/mL/Syringe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治療適合接受全身性治療的中至重度斑瑰性乾癬成人患者。 

副作用 感冒症狀、腹瀉、上呼吸道感染 

懷孕用藥分級 B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91 號 

附註 風濕免疫科專案臨採 

 

  



2016年 03月 31日                                    藥劑快訊 第 243期 

21 
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5.03.17 

醫令代碼 IPEDITR 

藥品學名 Peditrace 10mL/Amp(兒童) 

藥品中文名 - 

藥品商品名 Peditrace 10mL/Amp(兒童)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禮來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第 2 型糖尿病 

副作用 便祕、脹氣、腹脹、胃食道逆流、打嗝。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78 號 

附註 臨採兒童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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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新進藥品 2015.03.18 

醫令代碼 TAKURI4 

藥品學名 Akurit-4 150/75/400/275mg/Tab 

藥品中文名 立剋核-4 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Akurit-4 150/75/400/275mg/Tab 

藥商/製作商 微確藥品有限公司 / 微確/LUPIN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結核病 

副作用 噁心、嘔吐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551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518 號 

附註 103 年第四次藥委會新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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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副作用視個人體質而定，並非人人都會發生，請安心服藥。 
如有副作用發生，請告知您的醫師或藥師來幫您。 

 

項目 臨採藥品 105.03.01 

醫令代碼 TENTRE2 

藥品學名 Entresto 二百 mg/Tab(複方) 

藥品中文名 健安心 

藥品商品名 Entresto 二百 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治療慢性心臟衰竭(紐約心臟學會[NYHA]第二級至第四級)且

心室射出分率降低的患者，減少心血管死亡和心臟衰竭住院風

險。 說明：ENTRESTO 可以和其他心臟衰竭療法併用，用於取

代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ACEI)或血管收縮素受體阻斷劑

(ARB)。 

副作用 低血壓(18%)、高血鉀(12%) 

懷孕用藥分級 D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6671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71 號 

附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