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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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04.0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FLUDRO 

藥品學名 Fludrocortisone Acetate 0.1mg/Tab 

藥品中文名 富能錠 

藥品商品名 Florinef 0.1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安沛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粉紅色、圓扁型 白色、圓凸行 

適應症 
愛迪生氏病（ＡＤＤＩ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腎上腺

增殖（ＡＤＲＥＮＡＬ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副作用 水腫、皮疹、電解質異常、腸胃不適, 

懷孕用藥分級 C(A)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BC2104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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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04.2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NOREPI ILEVOP 

藥品學名 
Norepinephrine 

4mg/4mL/Vial 
Norepinephrine 4mg/4mL/Amp

藥品中文名 力復菲德注射劑 力復非他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Levophed 4mg/4mL/Vial Levophed 4mg/4mL/Amp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赫士睿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小瓶裝 安瓿裝 

適應症 急性低血壓、心跳停止. 

副作用 心跳徐緩、不整脈、短暫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5322219 BC2201321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322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013 號 

附註 20170427，廠商恢復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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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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04.0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PANTO1 

藥品學名 Pantoprazole 40mg/Tab 

藥品中文名 盼胃好腸溶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Panho enteric F.C 40mg/Tab 

藥商/製作商 蒼達藥品有限公司 / 十全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裝 裸錠裝 

適應症 

合併二種適當之抗微生物製劑治療與幽門螺旋桿菌相關之消化

性潰瘍、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中度及嚴重胃食道逆流性疾

病、Zollinger-Ellison Syndrome。 

副作用 頭痛(5%)，腹瀉、脹氣(4%) 

懷孕用藥分級 B(B3)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AB5677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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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DOGMA2 

藥品學名 Sulpiride 200mg/Tab 

藥品中文名 舒神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Susine 200mg/Tab 

藥商/製作商 信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瑞士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包裝及印刷變更 

適應症 精神病狀態、消化性潰瘍。 

副作用 心悸、高血壓、體重增加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4054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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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4.28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VVERORA5 

藥品學名 Verorab 0.5mL/Syringe 

藥品中文名  

藥品商品名 Verorab 0.5mL/Syringe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賽諾菲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5 支/盒 1 支/盒 

適應症 
預防狂犬病。說明：包括暴露前預防(在可能與狂犬病病毒有所

接觸之前)及暴露後預防(在已知或可能接觸狂犬病毒後) 

副作用 皮疹、噁心（20％）、局部擴大淋巴結（15％） 

懷孕用藥分級 C(B2) 

授乳 可 

健保代碼 KC00969214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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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18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OFLUTIC1 OFLUTIC2 

藥品學名 Fluticasone cream 0.05% 5g/Tube 

藥品中文名 全佳膚乳膏 膚益舒乳膏 

藥品商品名 
Fluticosone cream 0.05% 

5g/Tube 

Futisone cream 0.05% 

5g/Tube 

藥商/製作商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十

全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瑞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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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經性皮膚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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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螯刺症、汗疹(痱子)。 

副作用 
瘙癢（1-10％）、局部皮膚灼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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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48505321 AC463213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50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321 號 

附註 2017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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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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0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VAGOS INEOSTI 

藥品學名 Neostigmine 0.5mg/mL/Amp 

藥品中文名 新斯狄格明注射液 甲硫酸新斯狄格明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Neostigmine 0.5mg/mL/Amp Neostigmine 0.5mg/mL/Amp 

藥商/製作商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濟生 

台裕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台裕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各種腸管麻痺及排尿困難。由

於肌無力、肌肉麻痺、腦溢血、

小兒麻痺、神經痛、關節痛等

引起之各種運動障礙。眼肌無

力症、綠內障、瞳孔反應檢查

等 

消化液分泌機能減退、排尿困

難、腸管麻痺、因肌無力、肌

肉麻痺、神經痛、肌肉萎縮等

引起之各種運動障礙、綠內

障、眼部肌無力及瞳孔反應檢

查 

副作用 
過度唾液分泌、肌肉纖維化、心房顫動、房室傳導阻滯、心律

失常、支氣管痙攣、呼吸抑制、增加蠕動、噁心、嘔吐、尿急

懷孕用藥分級 C(B2)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NC00337209 AC14361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033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4361 號 

附註 20170401，年度換廠啟用本品。 

 

 

 

 

 

 

 

 

 



2017年 04月 30日                                    藥劑快訊 第 2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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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2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THYROX TTHYRO2 

藥品學名 THYROXINE-LEVO 100mcg/Tab THYROXINE-LEVO 50mcg/Tab 

藥品中文名 昂特欣 

藥品商品名 ELTROXIN 100mcg/Tab ELTROXIN 50mcg/Tab 

藥商/製作商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強生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安沛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甲狀腺機能減退症。 

副作用 心悸,腹瀉,潮紅,皮疹,震顫,出汗 

懷孕用藥分級 A(A) 

授乳 可 

健保代碼 BC24708100 BC2553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708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533 號 

附註 20170502，因 100mcg 生產線減少，改用 50m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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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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時採購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04.10 

醫令代碼 IALIROC1 

藥品學名 Alirocumab 75mg/Pen 

藥品中文名 保脂通注射劑 75 毫克 

藥品商品名 Praluent 75mg/Pen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賽諾菲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對於已接受最高耐受劑量 statin，但低密度脂蛋白膽固醇

(LDL-C)仍無法達到目標值之異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HeFH)或動脈粥狀硬化心血管疾病(clinical ASCVD)之成人患

者，Praluent 可作為飲食外的輔助治療。 對 statin 不耐受

或禁用 statin 之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異合子家族性及非家

族性)或混合型血脂異常之成人患者，Praluent 可單獨或併用

其他降血脂藥物，作為飲食外的輔助治療。 

副作用 發紅、搔癢、腫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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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37 號 

附註 20170410，內科部心臟血管系週邊血管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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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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12 

醫令代碼 TNEFOPA 

藥品學名 Nefopam HCL 30mg/Tab 

藥品中文名 痛定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Capain 30mg/Tab 

藥商/製作商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永信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鎮痛 

副作用 噁心、頭暈、倦睡、口乾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2627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6272 號 

附註 20170306，麻醉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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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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13 

醫令代碼 TZEPATI 

藥品學名 Zepatier Tab(複方) 

藥品中文名 賀肝樂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Zepatier 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默沙東 

外觀圖片 

適應症 
Zepatier適用於治療成人的慢性C型肝炎基因型第1或第4型

感染症。 

副作用 
噁心（5％至 11％）、頭痛（7％至 11％）、ALT / SGPT 水平升

高（1％）、疲勞（5％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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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972 號 

附註 20170331，肝病中心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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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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相似讀音相似藥品資訊】 
2017.03.31 

外觀相近 

5/10 起『福適佳』 

加貼黃色長條貼紙 

Saxagliptin 5mg/Tab 

昂格莎膜衣錠 

Onglyza F.C 5mg/Tab 

Dapagliflozin 10mg/Tab

福適佳膜衣錠 

Forxiga 10mg/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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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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23 

Tacrolimus 共有五種不同規格：1mg、0.5mg、5mg、持續性 1mg、

持續性 5mg。提醒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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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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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3.08 

吸入器外觀相近 

 
Ciclesonide 160mcg/puff  60doses/Bot 

治喘樂吸入劑 160 微公克 

Alvesco 160 inhaler 60doses/Bot 

識別：吸入器側邊有 Alvesco 字樣，吸入口為正圓形 

beroDUAL N 綠(複方) 200dose/10mL/Bot 

備喘全定量噴霧液 

beroDUAL N 綠(複方) 200dose/10mL/Bot 

識別：吸入器無特殊刻痕，以紅色夾練袋包裝 

SERETIDE 250 EVOHALER 120doses/Bot(複方) 

使肺泰 250 優氟吸入劑 

SERETIDE 250 EVOHALER 120doses/Bot 

識別：吸入口四個角落有內凹刻痕，有專屬 QR code 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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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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2.24 

字首相同、中文名稱相近 

Coaprovel Tab 

(複方)可普諾維 

Coaprovel (複方) Tab 

CapTopril 25mg/Tab 

可普妥錠 

Captrol 25mg/T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