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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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1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LEFLU20 

藥品學名 Leflunomide 

藥品中文名 雅努麻錠 

藥品商品名 Arhe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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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裝加上條碼 

適應症 
治療成人類風濕性關節炎並減緩關節磨損與關節間隙狹窄的損

害 

副作用 腹瀉(17-27%)，呼吸道感染(15-27%)，頭痛(7-13%) 

懷孕用藥分級 X(X) 

授乳 禁忌 

健保代碼 AC4597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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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19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GUA120 

藥品學名 Guaifenesin 

藥品中文名 咳酚糖漿 

藥品商品名 Guaphen 

藥商/製作商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東洋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中文字體變小，增加 QR code 

適應症 喀痰 

副作用 腸胃不適,眩暈,思睡 

懷孕用藥分級 C(A) 

授乳 除非有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不建議自行使用。 

健保代碼 A03609415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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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2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KIVEXA 

藥品學名 Abacavir 600 mg and Lamivudine 300 mg 

藥品中文名 克為滋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Kivexa 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葛蘭素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顏色改變 

適應症 
用於治療成人及體重至少 25 公斤之兒童的抗反轉錄病毒合併

療法以治療人類免疫不全病毒(HIV)之感染。 

副作用 腸胃不適,頭痛,疲倦,紅疹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禁忌 

健保代碼 BC2438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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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2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MELOX1 

藥品學名 Meloxicam 

藥品中文名 骨敏捷 15 毫克錠 

藥品商品名 Mobic 

藥商/製作商 保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 百靈佳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字體顏色改為黑色，移除商標 

適應症 類風濕性關節炎、骨關節炎、及僵直性脊椎炎之症狀治療。 

副作用 消化不良(3.8-9.5%)，頭痛(2.4-8.3%)，腹瀉(1.9-7.8%)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禁忌 

健保代碼 BC2574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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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2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PIRENO 

藥品學名 Pirenoxine oph sol'n 

藥品中文名 柯寧優尼點眼懸液 

藥品商品名 Kary Uni oph sol'n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參天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增加外盒包裝，塑膠封膜顏色改變 

適應症 初期老人性白內障 

副作用 眼瞼炎，瀰漫性表層角膜炎，結膜充血，刺激感，搔癢感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1628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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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VIT-C1  IVIT-C4 

藥品學名 Vitamin B complex  
藥品中文名 康必補力注射液 "應元"複合維生素－Ｂ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Combeplex 1ml/Amp  B complex 1mL/Amp(應元) 

藥商/製作商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維他命Ｂ群之缺乏症  

副作用 無 

懷孕用藥分級 A (>RDA-C) 

授乳 可  

健保代碼 NC03067209 NC00476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3067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0476 號 

附註 原品項停產，進用應元廠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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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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5 

醫令代碼 IVEDOLI3 

藥品學名 Vedolizumab 

藥品中文名 安潰悠凍晶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Entyvio 300mg/Vial(醫免)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武田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成人潰瘍性結腸炎；成人克隆氏症 

副作用 感冒、頭痛、噁心、發燒 

懷孕用藥分級 B 

授乳 特別審慎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34 號 

附註 內科部消化系胃腸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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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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19 

醫令代碼 OENOXO8 

藥品學名 Enoxolone gingival paste 

藥品中文名 齒博士牙齦膏 

藥品商品名 Enoxolone gingival paste 

藥商/製作商 博存貿易有限公司 / 派頓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緩解牙齦紅腫、牙齦發炎。 

副作用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073 號 

附註 牙醫部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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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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28 

醫令代碼 TDIENOG 

藥品學名 Dienogest 

藥品中文名 異位寧 

藥品商品名 Visanne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拜耳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治療子宮內膜異位症伴隨之骨盆腔疼痛 

副作用 頭痛、乳房不適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BC27029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7029 號 

附註 婦產部臨採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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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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28 

醫令代碼 IOLARAT 

藥品學名 Olaratumab 

藥品中文名 無 

藥品商品名 Lartruvo 

藥商/製作商 吉帝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 吉帝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soft tissue sarcoma (STS) 

副作用 
噁心嘔吐、疲勞、肌肉痛、口腔黏膜炎、禿頭、腹瀉、食慾減

退、神經病變、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無(專案進口) 

附註 內科部臨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