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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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01.2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AMOROL 

藥品學名 Amorolfine nail lacquer 5% 3mL/Bot 

藥品中文名 樂指利抗甲癬油劑 

藥品商品名 Loceryl nail lacquer 5% 3mL/Bot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高德美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盒包裝及印刷變更、增加中文名 

適應症 
足白癬（趾間、蹠）、體部白癬（含臂部、手背、腳背）、股部

白癬、間擦疹型皮膚念珠菌症、花斑癬（汗斑）。 

副作用 局部發紅,灼熱感,刺痛 

懷孕用藥分級 D(B3)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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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藥品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01.2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DAPAGL 

藥品學名 Dapagliflozin 10mg/Tab 

藥品中文名 福適佳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Forxiga 10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阿斯特捷利康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片印刷變更 

適應症 第二型糖尿病 

副作用 低血壓、低血糖、急性腎損傷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6476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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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藥品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01.09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EVERO3 

藥品學名 everolimus 0.5mg/Tab 

藥品中文名 卓定康錠 

藥品商品名 certican 0.5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印刷藍色字 鋁箔印刷紅色字 

適應症 

腎臟及心臟移植 併用減量 ciclosporin 微乳製劑及類固醇，預

防腎臟或心臟移植的成人病患之免疫器官排斥作用。 肝臟移植

用於預防肝臟移植病患之器官排斥。Certican 應於接受移植手

術至少 30 天後與減量的 tacrolimus 及類固醇併用。 

副作用 高脂血症、白血球減少、高膽固醇血症 

懷孕用藥分級 D(C)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BC2477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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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01.1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OCTRE1 

藥品學名 Octreotide LAR 30mg/Vial 

藥品中文名 善得定長效緩釋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Sandostatin LAR 30mg/Vial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紙盒印刷及內包裝變更 

適應症 

肢端肥大症，功能性胃、腸、胰臟內分泌腫瘤。治療患有晚期

間腸(midgut)或已排除原位非間腸處而原位不明之分化良好

(well-differentiated)的神經內分泌瘤患者。 

副作用 注射部位疼痛,腸胃不適,血糖值變化,落髮 

懷孕用藥分級 B(C)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BC22655243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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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01.2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SEVIKH 

藥品學名 SEVIKAR HCT 20/5/12.5mg/Tab 

藥品中文名 舒脈優膜衣錠 20/5/12.5 毫克 

藥品商品名 SEVIKAR HCT 20/5/12.5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三共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一片 14 顆 一片 7顆，鋁箔印刷增加條碼。

適應症 

治療高血壓。本品適用於以 Olmesartan、Amlodipine、

Hydrochlorothiazide 其中兩種成分合併治療，仍無法有效控

制血壓的高血壓病患。 

副作用 週邊水腫、頭痛、疲倦 

懷孕用藥分級 D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BC2549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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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換廠資訊】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01.12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CARBO ICARBO1 

藥品學名 Carboplatin 150mg/Vial 

藥品中文名 佳鉑帝靜脈注射液 爾定康靜脈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PARAPLATIN 150mg/Vial Kemocarb 150mg/15mL/Vial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必治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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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卵巢癌。 

副作用 噁心,嘔吐,衰弱,疼痛,貧血,禿髮 

懷孕用藥分級 D(D)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BC24074235 BC2480423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074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804 號 

附註 20170112，年度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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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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01.0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EFAVI61 TEFAVI63 

藥品學名 Efavirenz  600mg/Tab 

藥品中文名 希寧錠 易伐滋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Stocrit 600mg/Tab Efavir 600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默沙東 鼎昕實業有限公司 / 微確

(CIPLA)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用於人體免疫缺乏病毒第一型(HIV-1)感染之成人、青少年和

兒童的抗病毒合併療法。 

副作用 皮疹（5-45.6%），腹瀉（3-39%)，頭痛(2-11%)，暈眩(2-9%) 

懷孕用藥分級 D(D)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BC23607100 BC2561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60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615 號 

附註 原品項 Stocrit 600mg/Tab 停止生產，進用其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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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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01.3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FENOTE TFENOTE1 

藥品學名 Fenoterol 2.5mg/Tab 

藥品中文名 喘祿錠 喘必定錠 

藥品商品名 Fenoterol 2.5mg/Tab Asmatin  2.5mg/Tab 

藥商/製作商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永信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杏輝 

外觀圖片 

適應症 

下列疾患支氣管痙攣之預防與

治療：支氣管氣喘、閉塞性支

氣管炎、慢性支氣管炎、肺氣

腫、併有支氣管痙攣之肺－支

氣管疾患與嬰兒之支氣管痙攣

下列支氣管痙攣疾患之預防與

治療:支氣管氣喘、阻塞性支氣

管炎、慢性支氣管炎、氣腫和

伴有支氣管痙攣之肺支氣管障

礙。 

副作用 手指震顫,不安,心悸,疲勞,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20084100 AC45733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008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733 號 

附註 105 招標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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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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01.0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PROPOF IPROPOF1 

藥品學名 Propofol 200mg/20mL/Amp

藥品中文名 普洛福-立靜 靜脈注射液 飛可復 1%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Propofol-Lipuro 1% 

200mg/20mL/Amp. 

Fresofol 200mg/20mL/Amp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柏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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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脈注射麻醉劑、已住在加護

病房中使用人工呼吸器之成人

病患作為鎮靜之用。手術和侵

襲性檢查時鎮靜用（16 歲以

上）。 

短效性靜脈注射全身麻醉劑。

使用於成人及一個月以上之兒

童作為誘導或維持麻醉之用。

使用於成人病人診斷及外科手

術過程中之鎮靜之用，可單獨

使用或與其他局部麻醉劑或全

身麻醉劑合併使用。已住在加

護病房中使用人工呼吸器之超

過 16 歲成人病人作為鎮靜之

用。 

副作用 低血壓,噁心,嘔吐,頭痛,過敏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6185238 BC22868238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185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68 號 

附註 年度競標新進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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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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01.0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RIBAVI1 TRIBAVI3 

藥品學名 Ribavirin 200mg/Cap 

藥品中文名 摩舒肝清膠囊 羅拔除膠囊 

藥品商品名 Ribarin 200mg/Cap Robatrol 200mg/Cap 

藥商/製作商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東洋/東生華 

羅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羅氏 

外觀圖片 

適應症 

與 PEGINTERFERON α 或 α 

-INTERFERON 併用治療：1.曾

經使用 α -INTERFERON 單一

療法治療後又復發的慢性 C型

肝炎。2.首次接受治療的慢性

C 型肝炎。 

1.與 Peginterferon Alfa 或

Interferon Alfa 併用治療

於：（1）曾經使用 Interferon 

Alfa 單一療法治療後又復發

的慢性 C型 肝炎。 （2）首次

接受治療的慢性 C型肝炎。 

（3）合併感染臨床穩定 HIV

的慢性 C型肝炎。 2.與

Peginterferon Alfa 併用治療

於曾以 Interferon Alfa 併用

Ribavirin 治療無效或復發之

慢性 C型肝炎。 

副作用 噁心,頭痛,肌肉痛,疲勞,虛弱 

懷孕用藥分級 X(X)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AB48027100 AC4465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02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650 號 

附註 105 招標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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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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2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AMINOP IAMINOP1 

藥品學名 Aminophylline 250 mg/10ml/Amp 

藥品中文名 阿米諾惠寧 心安寧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Aminophyllin 

250mg/10mL/Amp 

Asiphylline 250mg/10mL/Amp

藥商/製作商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濟生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 信

東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支氣管擴張劑 心因性、支氣管氣喘及支氣管

痙攣。 

副作用 皮疹、蕁麻疹、排尿增加 

懷孕用藥分級 C(A) 

授乳 可 

健保代碼 NC04922229 NC0999422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4922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9994 號 

附註 20170126，暫代缺貨的阿米諾惠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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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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24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ZANT IRANITI5 

藥品學名 Ranitidine 50mg/2mL/Amp Ranitidine 50mg/5mL/Amp 

藥品中文名 善胃得注射液 佳得胃１０公絲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Zantac 50mg/2mL/Amp Getway  50mg/5mL/Amp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葛蘭素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瑞

士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十二指腸潰瘍、邊緣性之消化

性潰瘍、良性胃潰瘍、回流食

道炎及高濃度胃酸分泌症候群

住院病人伴隨有病理性胃酸分

泌過高之症狀，頑固性（難治

的）十二指腸潰瘍或不能口服

之病人消化性潰瘍之短期替代

療法 

副作用 頭痛、皮疹，腹部不適，噁心，嘔吐。 

懷孕用藥分級 B(B1)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BC17530212 AC334742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235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474 號 

附註 20170124 暫代缺貨的 Ranitidine HCL 50 mg/2m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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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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1.10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TESTRA ITEATOD 

藥品學名 Testradiol depot(複方) 1mL/Vial 

藥品中文名 兩性得補針 得速脫疚得保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Testradiol depot(複方) 

1mL/Vial 

Testodiol-depot 1mL/Vial 

藥商/製作商 
安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安

星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大

豐 

外觀圖片 

適應症 

更年期障礙（精力減退、疲倦、

暈眩、腰酸背痛）。 

經臨床徵象及實驗室檢驗確認

因睪固酮缺乏之男性生殖腺功

能不足症(hypogonadism)的替

代治療。 

副作用 水腫、多毛症、體重增加、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X(D)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091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994 號 

附註 20170110 安星停產，改用大豐 Testodiol-depot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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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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時採購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01.24 

醫令代碼 IOBINU1 

藥品學名 Obinutuzumab 1000mg/Vial 

藥品中文名 癌即瓦 

藥品商品名 Gazyva 1000mg/40mL/Vial 

藥商/製作商 羅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ROCHE 

外觀圖片 

適應症 

1. 慢性淋巴球性白血病: 與 chlorambucil 併用，適用於先前

未曾接受過治療，且具有合併症(comorbidities)而不適合接

受含 fludarabine 治療的 CD20 陽性慢性淋巴球性白血病(CLL)

患者。 2. 濾泡性淋巴瘤: 與bendamustine併用並續以GAZYVA

單藥維持治療，適用於先前曾接受含 rituximab 治療無效或復

發的濾泡性淋巴瘤(FL)患者。 

副作用 
便秘（8％至 19％）、關節痛（12％）、尿道感染性疾病（5％至

10％）、咳嗽（10％至 26％）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73 號 

附註 血液腫瘤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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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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A 藥品資訊】 

外觀相似讀音相似藥品 
2016.12.29 

同家公司外觀相近 

Sevikar   
5/20 mg/Tab 

舒脈康膜衣錠 

5/20毫克 

Sevikar 
【  5/40  】mg/Tab 

舒脈康膜衣錠 

5/40毫克 

SEVIKAR HCT(三合

一) 20/5/12.5mg/Tab

舒脈優膜衣錠 

  20/5/12.5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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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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相似讀音相似藥品 
2016.11.19 

同家公司外觀相近 

Olodaterol 2.5mcg/puff 
60puffs/Bot 

適維樂舒沛噴吸入劑 

Striverdi Respimat 60puffs/Bot 

Tiotropium 2.5mcg/puff 
60puffs/BotEuzip 

適喘樂舒沛噴吸入劑 

Spiriva Respimat 60puffs/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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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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相似讀音相似藥品 
2016.11.15 

外觀相近：皆為透明玻璃安瓿，紅～紅棕色印刷字體 

Biperiden lactate 
5mg/Amp 

美必定注射液 c 

Bipiden lactate 
5mg/Amp 

Vasopressin 
20U/mL/Amp 
必壓生注射劑 

Pitressin   
20U/mL/Amp 

Ketorolac 
30mg/mL/Amp 
刻痛治注射液 

Kerolac 
30mg/mL/A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