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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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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4.1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VADACEL 

藥品學名 Adacel(Tdap) 0.5ml/Dose/VI 

藥品中文名 "巴斯德"三合一補追疫苗 

藥品商品名 Adacel(Tdap) 0.5ml/Dose/VI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賽諾菲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盒及瓶身印刷變更。 

適應症 
適用於 4-64 歲間之追加疫苗接種，以預防白喉、破傷風、百日

咳。 

副作用 注射部位疼痛,疲倦,頭痛,發燒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40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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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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換廠資訊】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5.04.13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OFLUTIC OFLUTIC1 

藥品學名 Fluticasone cream 0.05% 5g/Tube 

藥品中文名 克廷膚乳膏 全佳膚乳膏 

藥品商品名 
Cutivate cream 0.05% 

5g/Tube 

Fluticosone cream 0.05% 

5g/Tube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葛蘭素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十

全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緩解皮膚病之發炎以及搔癢症狀，如：溼疹、包括異位性、初

期和盤狀溼疹；結節性癢疹；乾癬(不包括廣泛性板塊之乾

癬)；神經性皮膚炎，包括單純苔癬；扁平苔癬、脂漏性皮膚

炎、接觸性過敏反應、圓盤狀紅斑性狼瘡、一般性紅皮症全身

性類固醇治療之輔助治療、螫刺症、汗疹(痱子)。 

副作用 
瘙癢（1-10％），局部皮膚燒灼（0.1-1％），皮膚變薄（<0.01

％）。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3773321 AC485053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77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505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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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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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4.01 

醫令代碼 TDACLAT1 

藥品學名 Daclatasvir 60 mg/Tab 

藥品中文名 坦克干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Daklinza 60 mg/Tab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必治妥 

外觀圖片 

適應症 

(1)與 asunapre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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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unapre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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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62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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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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5.04.20 

醫令代碼 PRACECA 

藥品學名 Racecadotril granules 10mg/Pack 

藥品中文名 嬰兒瀉必寧 10 毫克懸浮液用顆粒劑 

藥品商品名 Hidrasec Infants granules 10mg/Pack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亞培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適用於嬰兒(3 個月以上)及兒童當口服補充液體及一般支持療

法不足以控制臨床狀況之輔助性急性腹瀉症狀治療。 

副作用 扁桃腺炎、紅斑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6651 號 

附註 20160412，兒童醫院小兒腸胃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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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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5.04.12 

醫令代碼 LDELICE 

藥品學名 Gamma-benzene hexachloride 10mL/pack 

藥品中文名 必去蝨藥用乳劑 

藥品商品名 Delice medical hair emulsion  10mL/pack 

藥商/製作商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景德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頭蝨病、陰蝨病 

副作用 局部燃燒，接觸性皮炎，濕疹性皮疹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0292 號 

附註 20160412，社區暨家庭醫學部老年醫學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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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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5.04.15 

醫令代碼 TISONI3 

藥品學名 Isoniazid 300mg/Tab 

藥品中文名 異菸鹼醯 

藥品商品名 Isoniazid 300mg/Tab 

藥商/製作商 疾管局 

外觀圖片 

適應症 
肺結核，喉頭結核，腸結核，膀胱結核，皮膚結核，結核性髓

膜炎，結核性膿胸，腎臟結核。 

副作用 感覺異常、末梢神經病症、皮疹、肝指數異常 

懷孕用藥分級 C(A)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038 號 

附註 20160330，CDC 提供之藥品。 



2016年 04月 30日                                    藥劑快訊 第 244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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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5.04.13 

醫令代碼 TRIFAPE 

藥品學名 Rifapentine 150mg/Tab 

藥品中文名  

藥品商品名 Priftin 150mg/Tab 

藥商/製作商 疾管局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潛伏結核感染 

副作用 

皮疹（2.5％至 4.2％）、ALT/ SGPT 水平升高（2.2％至 5％），

AST/ SGOT 水平升高（2.2％至 4.2％）、淋巴細胞減少（3.2％

至 10.5％）、中性粒細胞減少（6.1％到 8.5％）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附註 20160325，CDC 提供之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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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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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音相似藥品】 
2016.04.30 

同一家公司產品，外觀相似，請小心！ 

Cefepime HCl 500 mg/Vial
賽費平注射劑 

Cefepime® 

Curam 1.2g/Vial(複方)

諾快寧靜脈乾粉注射劑 

Cu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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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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11 

兩者商品名雖相似。但 Topaal®已改商品名為『Algitab®』 

 

Tolperisone(F) 150mg/Tab
肌鬆定膜衣錠 

Topee® 

Algitab chewable Tab
艾胃逆服咀嚼錠 

Algitab®  （Topa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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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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3.16 

兩者皆以綠、白、紅、褐四色構成，外觀相近，請小心核對！

FERRIC‐Hydroxide‐Sucrose 
100mg/Vial 
鐵補  注射液 

Fe‐Back 

Norepinephrine 4mg/4mL/Vial
力復菲德注射劑 

Levop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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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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3.14 

相同藥廠，外觀相近，請小心核對！ 

Dexamethasone 
oph 0.1% 5mL/Bot 
得視隆眼藥水 

Desalone 

Atropine EYE drops
0.3% 5mL/Bot 
雅托平眼藥水 

Tropine 

Atropine 0.5% eye 
drops 10mL/Bot 
雅托平眼藥水 

Tro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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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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2.05 

兩者正面鋁箔底色皆為橘色，請小心核對！ 

Furosemide 40 mg/Tab
通舒錠 

Uretropic 40mg/Tab 

Diltiazem 30mg/Tab
合必爽錠 

Herbesser 30mg/T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