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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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LEVOFL 

藥品學名 Levofloxacin 

藥品中文名 可樂必妥眼藥水 

藥品商品名 Cra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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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外紙盒包裝 

適應症 外眼部細菌性感染症 

副作用 刺激感,結膜充血,眼痛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BC24398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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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3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SORAFE 

藥品學名 Sorafenib 

藥品中文名 蕾莎瓦 

藥品商品名 Nexavar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拜耳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包裝印字變更 

適應症 

晚期腎細胞癌且已接受interferon-alpha或interleukin-2治

療失敗，或不適合以上兩種藥物治療之病患。轉移性或無法手

術切除且不適合局部治療或局部治療失敗之晚期肝細胞癌，且

須為 Child-Pugh A class 患者 

副作用 皮疹(19-62%)，腹瀉(43-55%)，疲倦(37-46%)，腹痛(11-31%)

懷孕用藥分級 D(D) 

授乳 禁止 

健保代碼 BC2472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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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3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CABERG 

藥品學名 Cabergoline 

藥品中文名 過乳降錠 

藥品商品名 Dostinex 

藥商/製作商 文德藥業有限公司 / PFIZER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避光玻璃瓶裝改塑膠瓶裝 

適應症 防止及抑制產後乳汁分泌，或治療高乳促素血症引起之狀況 

副作用 頭痛(9-30%)，噁心(27-29%)，眩暈(9-17%)，便秘(7-10%) 

懷孕用藥分級 B(B1) 

授乳 禁止 

健保代碼 BC2265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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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ENTACA 

藥品學名 Entacapone 

藥品中文名 諾康停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Comtan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玻璃瓶身標籤變更 

適應症 
併用 levodopa/benserazide 或者 levodopa/carbidopa 兩類藥

品治療帕金森氏症病人 

副作用 噁心(14%)，尿液變紅棕色、腹瀉(10%)，暈眩、腹痛(8%)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禁止 

健保代碼 BC2324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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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11.1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ROPI25 

藥品學名 Ropinirole 

藥品中文名 力必平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Requip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葛蘭素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包裝顏色變更 

適應症 治療自發性帕金森氏症、原發性腳部躁動症 

副作用 噁心、嘔吐、眩暈、頭痛、虛弱無力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禁止 

健保代碼 BC2288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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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11.1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ROPIN4 

藥品學名 Ropinirole 

藥品中文名 力必平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ReQuip PD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葛蘭素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包裝顏色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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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 

健保代碼 BC2511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19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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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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11.1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SUMATR 

藥品學名 Sumatriptan 

藥品中文名 英明格 速溶錠 

藥品商品名 Imigran FDT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葛蘭素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包裝印字變更 

適應症 
有先兆或無先兆偏頭痛發作之急性緩解。本藥僅適用於有明確

診斷之偏頭痛 

副作用 噁心、嘔吐(11-13.5%)，眩暈(1-1.7%)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避免在服藥後 12 小時內哺乳 

健保代碼 BC2438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380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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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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11.23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ITRACO 

藥品學名 Itraconazole 

藥品中文名 適樸諾 

藥品商品名 Sporanox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嬌生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包裝印字變更 

適應症 黴菌感染 

副作用 噁心(1.7-11%)，頭痛(0.5-10%)，皮疹(3-9%)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須評估 

健保代碼 BC2281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16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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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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11.24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EVERO4 

藥品學名 Everolimus 

藥品中文名 愛服妥錠 

藥品商品名 Afinitor Votubia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商品名變更及鋁箔印字變更 

適應症 結節性硬化症相關腦室管膜下巨細胞星狀細胞瘤 

副作用 口炎、嘔吐、腹瀉、便祕 

懷孕用藥分級 D(C)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VC0002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罕藥輸字第 000021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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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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換廠資訊】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11.10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VITC2 

藥品學名 Vitamin C 

藥品中文名 優喜Ｃ錠 樂百新片 

藥品商品名 YU SHENG C ROBOSIN 

藥商/製作商 
優生製藥 妙仁企業有限公司/人生製藥

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壞血病、齒齦出血、維他命Ｃ缺乏症 

副作用 無資料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無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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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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時採購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11.1 

醫令代碼 TPIRFE2 

藥品學名 Pirfenidone 

藥品中文名 比樂舒活錠 

藥品商品名 Pirespa 

藥商/製作商 台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SHIONOGI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治療特發性肺纖維化 

副作用 光過敏反應、食慾不振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避免投與 

健保代碼 BC26734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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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2 

醫令代碼 TCERITI 

藥品學名 ceritinib 

藥品中文名 立克癌 膠囊 

藥品商品名 Zykadia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在 crizotinib 治療中惡化或無法耐受之 ALK 陽性的晚期非小

細胞肺癌患者 

副作用 腹瀉、噁心、嘔吐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法排除對新生兒/幼兒的風險。 

健保代碼 BC26674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74 號 

附註 內科部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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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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11.8 

醫令代碼 IADVATE1 

藥品學名 Factor VIII Recombinant 

藥品中文名 艾非特基因工程第八凝血因子製劑 

藥品商品名 Advate 

藥商/製作商 泛泰醫療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 百昇特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控制及預防成人及兒童 A型血友病患者之出血事件。成人及兒

童 A 型血友病患者手術前中後之處置。做為例行預防，預防或

降低成人及兒童 A型血友病患者之出血事件發生率。 

副作用 頭痛、發燒 

懷孕用藥分級 C(B2) 

授乳 應特別審慎 

健保代碼 KC0083829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38 號 

附註 兒童醫院小兒血液腫瘤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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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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11.9 

醫令代碼 ICANAKI 

藥品學名 Canakinumab 

藥品中文名 易來力凍晶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Ilaris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諾華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治療成人、青少年及 2 歲以上兒童(體重超過 7.5kg)之

Cryopyrin 相關週期性症候群(CAPS)，包括：Muckle-Wells 症

候群(MWS)、新生兒多重系統發炎疾病(NOMID)/慢性嬰兒神經

學、皮膚、關節症候群(CINCA)、嚴重型的家族性冷因性自體

發炎症候群(FCAS)/家族性寒冷蕁麻疹(FCU)。 

副作用 
鼻咽炎、尿道感染、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感染、頭暈眩暈、注

射部位反應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KC0090526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905 號 

附註 內科部風濕免疫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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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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10 

醫令代碼 IGLATI4 

藥品學名 Glatiramer acetate 

藥品中文名 柯珮鬆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Copaxone 

藥商/製作商 凱安藥業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商艾維斯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用於復發型多發性硬化症，以減少復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病人的

復發頻率 

副作用 胸痛、皮疹 

懷孕用藥分級 B 

授乳 應謹慎 

健保代碼 VC00035209 

許可證字號 衛部罕藥輸字第 000035 號 

附註 神經部臨採限特定病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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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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11.15 

醫令代碼 PFOSTER 

藥品學名 beclometasone/formoterol 

藥品中文名 肺舒坦耐舒樂乾粉吸入劑 

藥品商品名 Foster Nexthaler 

藥商/製作商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友華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需規律使用吸入型皮質類固醇與長效 beta 2-致效劑合併治療

的氣喘病患 

副作用 顫抖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BC268161FL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816 號 

附註 內科部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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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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11.19 

醫令代碼 TTENOF2 

藥品學名 tenofovir alafenamide 

藥品中文名 韋立得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Vemlidy 

藥商/製作商 華安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 華安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代償性(compensated)成人慢性 B型肝炎 

副作用 頭痛(9%)、腹痛(7%)、疲倦(6%)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7086 號 

附註 院外研究計劃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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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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11.22 

醫令代碼 IPRIVI5 

藥品學名 Human normal immunoglobulin 

藥品中文名 瑞利勁人體免疫球蛋白靜脈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Privigen 

藥商/製作商 吉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傑特貝林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原發性免疫不全症 

副作用 
貧血、白血球減少、溶血、紅血球大小不等症、過敏、心悸(包

含心搏過速)、噁心、嘔吐、腹瀉、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會被分泌到乳汁 

健保代碼 KC00965248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65 號 

附註 兒童醫院小兒腎臟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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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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24 

醫令代碼 IPATENT 

藥品學名 Patent Blue V 

藥品中文名 拍得藍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Patent Blue V 

藥商/製作商 台灣古爾貝特股份有限公司/古爾貝特 

外觀圖片 

適應症 淋巴管部位的測定、動脈區域之測定 

副作用 過敏反應、嘴唇眼皮浮腫、低血壓、噁心、喉頭浮腫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0682 號 

附註 放射線部臨採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