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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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更 收文日期:107.01.04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令代碼 IESOMEP 

藥品學名 esomeprazole 

藥品中文名 耐適恩 

藥品商品名 nex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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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Vail裝變 10Vail裝 

適應症 

用於不適合使用口服治療時之替代治療：胃食道逆流性疾病，

於食道炎及/或有嚴重逆流症狀之病患 NSAID治療相關之胃潰

瘍的治療。於治療性內視鏡處置急性出血性胃潰瘍或十二指腸

潰瘍之後預防再出血 

副作用 頭痛、腹痛、腹瀉、便秘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不應使用 

健保代碼 BC2407924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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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更 收文日期:107.01.08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令代碼 TDESLOR 

藥品學名 desloratadine 

藥品中文名 停敏 

藥品商品名 denosin 

藥商/製作商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LOTUS 

外觀圖片 

  
變更項目 鋁箔包裝印字顏色變更 

適應症 季節性過敏性鼻炎，緩解慢性蕁麻疹症狀 

副作用 口乾,噁心,疲倦,嗜睡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AC4597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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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碼變更 收文日期:107.01.20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令代碼 IPALIVI IPALIVI2 

藥品學名 palivizumab 

藥品中文名 西那吉斯 

藥品商品名 synagis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艾伯維 

外觀圖片 

  
變更項目 健保碼變更 

適應症 

palivizumab 可作用於 RSV 疾病高危險群之幼兒病患，包括支

氣管肺發育不全(BPD)嬰兒、早產兒(小於或等於 35 妊娠週)，

及患有血液動力學上顯著之先天性心臟病(CHD)幼兒族群，預防

因 RSV感染所引起之嚴重下呼吸道疾病。 

副作用 發燒,結膜炎,腸胃不適,上呼吸道感染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料 

健保代碼 KC00812248 KC0101020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12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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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採購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臨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7.01.04 

醫令代碼 IKOVAL1 

藥品學名 factor VIII 

藥品中文名 科泛適 

藥品商品名 kovaltry 

藥商/製作商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 拜耳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控制及預防成人及兒童 A 型血友病病人之出血事件；成人及

兒童 A 型血友病病人手術前中後之處置；作為例行預防，預

防或降低成人及兒童 A型血友病病人之出血事件發生率。本

品不適用於治療 vonWillebrand 疾病。 

副作用 頭痛(7.3%)、搔癢(3.1%)、發燒(4.1%) 

懷孕用藥分級 C(B2)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KC01044299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44號 

附註 兒童醫院小兒血液腫瘤科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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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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04 

醫令代碼 IKOVAL2 

藥品學名 factor VIII 

藥品中文名 科泛適 

藥品商品名 kovaltry 

藥商/製作商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 拜耳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控制及預防成人及兒童 A 型血友病病人之出血事件；成人及

兒童 A 型血友病病人手術前中後之處置；作為例行預防，預

防或降低成人及兒童 A型血友病病人之出血事件發生率。本

品不適用於治療 vonWillebrand 疾病。 

副作用 頭痛(7.3%)、搔癢(3.1%)、發燒(4.1%) 

懷孕用藥分級 C(B2)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KC01044299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44號 

附註 兒童醫院小兒血液腫瘤科臨採 

 

  



2018 年 1 月 31日                                    藥劑快訊 第 26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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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臨採品項 收文日期:107.01.04 

醫令代碼 IMEPOLI 

藥品學名 mepolizumab 

藥品中文名 舒肺樂 

藥品商品名 nucala 

藥商/製作商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 葛蘭素 

外觀圖片 

 

適應症 

表現型為嗜伊紅性白血球的嚴重氣喘且控制不良(severe 

refractory eosinophilic asthma)之成人患者之附加維持治

療 

副作用 注射部位反應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料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15號 

附註 內科部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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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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17 

醫令代碼 IINFLI12 

藥品學名 infliximab 

藥品中文名 類希瑪 

藥品商品名 remsima 

藥商/製作商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賽特瑞恩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克隆氏症、潰瘍性結腸炎 

副作用 
皮膚紅疹(10％) 、腹痛(12%)、噁心(21%)、頭痛(18%)、咳

嗽(12%) 

懷孕用藥分級 B(C) 

授乳 治療六個月內不能授乳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35號 

附註 內科部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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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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04 

醫令代碼 TAXITI5 

藥品學名 axitinib 

藥品中文名 抑癌特 

藥品商品名 inlyta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輝瑞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治療已接受過 sunitinib或 cytokine治療失敗的晚期腎細胞

癌病患 

副作用 腹瀉、高血壓、疲倦、噁心 

懷孕用藥分級 D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BC2585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854號 

附註 泌尿部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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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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7.01.02 

醫令代碼 VHEPA2-1、VHEPA2-2 

藥品學名 hepatitis A vaccine 

藥品中文名 巴斯德 A型肝炎疫苗 

藥品商品名 avaxim  

藥商/製作商 衛生所領取免費疫苗 / 衛生所領取免費疫苗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可用於 12個月至 15歲兒童的主動免疫接種，以預防 A型肝

炎 

副作用 注射部位疼痛、紅腫,噁心,發燒,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B2) 

授乳 應避免，除非必要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81號 

附註 公費疫苗，107年 1月 1日開始提供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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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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7.01.24 

醫令代碼 TSILDE5 

藥品學名 sildenafil 

藥品中文名 威而鋼口溶錠 

藥品商品名 viagra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成年男性勃起功能障礙 

副作用 頭痛、頭暈、鼻塞 

懷孕用藥分級 B 

授乳 不適用於女性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295號 

附註 105-4藥委會新增刪品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