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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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3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DEXLAN 

藥品學名 Dexlansoprazole 60mg/Cap 

藥品中文名 得喜胃通 60 毫克緩釋膠囊 

藥品商品名 Dexilant 60mg/Cap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武田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印刷改變 

適應症 糜爛性逆流性食道炎 

副作用 腹瀉(4.7%)，腹痛(4.0%)，噁心(2.8%) 

懷孕用藥分級 B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588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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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7.4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20ALBU4 

藥品學名 Albumin Human 20% 50mL/Bot 

藥品中文名 白蛋白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Plasbumin-20  50mL/Bot 

藥商/製作商 天行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 天行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改變 

適應症 低蛋白血症、休克、燒傷 

副作用 過敏反應、寒顫、發燒、低血壓、高血壓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可 

健保代碼 KC0077724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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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7.4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PITAVA2 

藥品學名 Pitavast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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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更項目 鋁箔外包裝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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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忌 

健保代碼 AC58078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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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7.1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PROPAF 

藥品學名 Propafenone 150mg/Tab 

藥品中文名 心利正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Rytmonorm 150mg/Tab 

藥商/製作商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ABBOTT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外包裝改變 

適應症 心室性心搏過速 

副作用 眩暈(21-23%)，噁心(9-17%)，便秘(8-14%)，疲倦(11-13%)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BC1991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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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時採購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7.6 

醫令代碼 ITOCIL2 

藥品學名 tocilizumab 皮下 162mg/0.9mL/Vial 

藥品中文名 安挺樂 皮下注射劑 162 毫克 

藥品商品名 actemra 皮下 162mg/0.9mL/Vial 

藥商/製作商 台灣中外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治療成年人中度至重度類風濕性關節炎 

副作用 

注射部位反應(10.1%)、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每週一次:2.9%;

每兩週一次:3.7%)、血小板減少症、血小板減少症、血小板減

少症。 

懷孕用藥分級 C(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KC00977208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77 號 

附註 20170620 內科部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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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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7.10 

醫令代碼 OADAPAL3 

藥品學名 ADApalene  0.3% gel 15g/Tube 

藥品中文名 痘膚潤凝膠 0.3% 

藥品商品名 DIFferin 0.3% gel  15g/Tube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高德美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尋常性痤瘡 

副作用 
皮膚乾燥(14%)、皮膚不適(5.8%)、搔癢(1.9%)、脫屑(1.6%)、

曬傷(1.2%) 

懷孕用藥分級 C(D) 

授乳 使用應謹慎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494 號 

附註 20170710 皮膚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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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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7.12 

醫令代碼 TDIOSM5 

藥品學名 Diosmin 500mg/Tab 

藥品中文名 艾歐復隆膜衣錠 500 毫克 

藥品商品名 Alvolon 500mg/Tab 

藥商/製作商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艾威群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慢性靜脈功能不全之改善症狀(腿部疼痛與水腫)、改善痔瘡症

狀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瀉、消化不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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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665 號 

附註 20170630 外科部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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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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7.12 

醫令代碼 IBENEF2 

藥品學名 Factor IX(Recombinant)一千 I.U/Vial 

藥品中文名 賓凝適凍晶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BeneFix 一千  I.U/Vial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輝瑞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出血性疾病 

副作用 
頭痛、暈眩、噁心、注射部位反應、注射部位疼痛及皮膚相關

過敏反應(如皮疹、蕁麻疹)。 

懷孕用藥分級 C(C) 

授乳 在必要時才可使用 

健保代碼 KC0060829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608 號 

附註 20170322 兒童醫院小兒血液腫瘤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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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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7.21 

醫令代碼 INORMOS 

藥品學名 Human hemin 250mg/10mL/Amp 

藥品中文名 血基賞濃縮輸注液 

藥品商品名 Normosang 250mg/10mL/Amp 

藥商/製作商 科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EVER PHARMA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治療肝臟型紫質症之急性發作 

副作用 注射處疼痛、腫脹、靜脈炎、體內鐵質堆積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應謹慎小心 

健保代碼 YC00010229 

許可證字號 罕菌疫輸字第 000010 號 

附註 20170622 內科部臨採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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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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7.21 

醫令代碼 IINFLI10 

藥品學名 Infliximab 100mg/20mL/Vial 

藥品中文名 類克凍晶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Remicade 100mg/20mL/Vial 

藥商/製作商 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田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克隆氏症、 潰瘍性結腸炎 

副作用 噁心、腹痛 

懷孕用藥分級 B (C) 

授乳 不可哺乳 

健保代碼 KC00980255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80 號 

附註 20170627 內科部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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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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7.4 

醫令代碼 INALBU15 

藥品學名 Nalbuphine (長效)150mg/2mL/Vial 

藥品中文名 納疼解長效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Naldebain ER 150mg/Vial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順天醫藥生技/英特瑞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對預期手術後之中、重度急性疼痛，以預先給藥的方式緩解 

副作用 注射部位反應、發熱、暈眩、嘔吐、噁心 

懷孕用藥分級 B 

授乳 投予哺乳婦女需小心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9637 號 

附註 20170622 106-2 藥委會新增刪品項 生技新興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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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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7.4 

醫令代碼 TEDOXA3 

藥品學名 Edoxaban 30 mg/Tab 

藥品中文名 里先安膜衣錠 30 毫克 

藥品商品名 Lixiana F.C. 30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三共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預防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治療靜脈栓塞 

副作用 貧血、流鼻血、噁心、皮疹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停用 

健保代碼 BC26600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00 號 

附註 105-4 藥委會新增刪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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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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7.4 

醫令代碼 TEDOXA6 

藥品學名 Edoxaban 60 mg/Tab 

藥品中文名 里先安膜衣錠 60 毫克 

藥品商品名 Lixiana F.C. 60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三共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預防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治療靜脈栓塞 

副作用 貧血、流鼻血、噁心、皮疹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停用 

健保代碼 BC26599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599 號 

附註 105-4 藥委會新增刪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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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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7.4 

醫令代碼 LMOME50 

藥品學名 Mometasone furoate 

藥品中文名 內舒拿水溶性鼻用噴液劑 

藥品商品名 Nasonex nasal spray 140doses/Bot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默沙東/裕利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過敏性鼻炎、治療 18 歲及以上成人輕度到中度鼻息肉之相關

症狀 

副作用 頭痛(8%)、咽頭炎(4%)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謹慎使用 

健保代碼 BC22924424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924 號 

附註 105-4 藥委會新增刪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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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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7.13 

醫令代碼 LSYMBIC 

藥品學名 
budesonide 160mcg and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 

4.5mcg. 

藥品中文名 "吸必擴"氣化噴霧劑 160/4.5 ug/dose/MDI 

藥品商品名 Symbicort Rapihaler 160/4.5 ug/dose/MDI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阿斯特捷利康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氣喘、中至重度 COPD 

副作用 
心悸、口咽念珠球菌感染、頭痛、顫抖、咽喉輕微刺激、 

咳嗽、嘶啞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除非藥物對母親的預期好處大於其對嬰兒之可能危險，才可給

予哺乳婦女使用 

健保代碼 BC266571E7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57 號 

附註 105-4 藥委會新增刪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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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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7.18 

醫令代碼 TROPIN2 

藥品學名 ROPInirole PD 二 mg/Tab 

藥品中文名 力必平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2毫克 

藥品商品名 REQUIP PD 二 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葛蘭素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治療帕金森氏症 

副作用 嗜睡、噁心、週邊浮腫 

懷孕用藥分級 C (B3)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511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18 號 

附註 105-4 藥委會新增刪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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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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7.18 

醫令代碼 IK25DX 

藥品學名 1.49% KCL in 5% Dextrose 100mL/Bot 

藥品中文名 1.49%氯化鉀/5%葡萄糖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KCL 20meq in 5% Glucose 100mL/Bot 

藥商/製作商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 信東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適用於無法採用口服治療之鉀缺乏症 

副作用 高血鉀症、發熱反應、注射部位感染、靜脈血栓、靜脈炎、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58650255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650 號 

附註 KCL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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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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音相似藥品資訊】 
2017.07.17 

外觀相近 

Telbivudine 600mg/Tab 

喜必福 膜衣錠 

Sebivo 600mg/Tab 

Triumeq Tab(複方) 

三恩美膜衣錠 

Triumeq Tab 

 

2017.06.01 

外觀相近：裝進藥袋後更像，請小心！ 

Ritodrine 50mg/5ml/Amp 

安寶注射液 

Anpo 50mg/5mL/Amp 

DopaMine 200mg/5ml/Amp 

得保命注射液 

Dopamin 200mg/5mL/Amp 

Tranexamic Acid 250 mg/5 

ml/Amp 

斷血炎注射液 

Transamin 250mg/5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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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16 

用途與劑量相近 

 

Atazanavir 200mg/Cap 

瑞塔滋膠囊 

Reyataz 200mg/Cap 

Nevirapine 200mg/Tab 

衛滋錠 

Viramune 200mg/Tab 

 
2017.05.16 

外觀相近：裝進藥袋後更像，請小心！ 

 
Vancomycin  500mg/Vial 

穩利乾粉注射液 

Vanlyo 500mg/Vial 

CefMeTaZole 1g/Vial 

喜達隆注射劑 

Cetazone 1g/V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