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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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6.02.08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OCTREO 

藥品學名 Octreotide LAR 20mg/Vial 

藥品中文名 善得定長效緩釋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Sandostatin LAR 20mg/Vial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紙盒印刷及內包裝變更 

適應症 

肢端肥大症，功能性胃、腸、胰臟內分泌腫瘤。治療患有晚期

間腸(midgut)或已排除原位非間腸處而原位不明之分化良好

(well-differentiated)的神經內分泌瘤患者。 

副作用 注射部位疼痛,腸胃不適,血糖值變化,落髮 

懷孕用藥分級 B(C)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BC226572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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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6.02.08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SANDOS 

藥品學名 Octreotide 0.1mg/1mL/Amp 

藥品中文名 善得定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Sandostatin 0.1mg/1mL/Amp 

藥商/製作商 韋淳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 SANDOZ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紙盒印刷變更 

適應症 

對手術、放射線療法或ＤＯＰＡＭＩＮＥ作用劑療法控制無效

的肢端肥大症患者，可控制其症狀，並減少生長激素及ＳＯＭ

ＡＴＯＭＥＤＩＮＥ－Ｃ的血漿值，解除與胃腸胰臟內分泌腫

瘤有關的症狀，預防胰臟手術後的併發症，治療胃食道靜脈曲

張出血及預防再出血 

副作用 腹瀉、噁心、腹部不適、頭痛、心律失常 

懷孕用藥分級 B(C)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BC17873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7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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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換廠資訊】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02.2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FENT1 IFENT3 

藥品學名 Fentanyl Inj 0.05mg/mL 10mL/Amp 

藥品中文名 吩坦尼注射劑 吩坦尼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Fentanyl Inj 0.05mg/mL 

10mL/Amp 

Fentanyl Inj 0.05mg/mL 

10mL/Amp "PPCD" 

藥商/製作商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管

制藥品製藥工廠 / 管管局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管

制藥品製藥工廠 / 壽元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麻醉和麻醉前給藥、急性疼痛之緊急治療 

副作用 噁心、嘔吐、昏睡、意識混亂、心跳改變 

懷孕用藥分級 C(C)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BC24154229 AC443322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15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332 號 

附註 20170228，本品取代菲尼斯吩坦尼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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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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02.09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FENT2.5 LFENT251 

藥品學名 
Fentanyl(25mcg/hr) 

2.5mg/Patch 

Fentanyl 25mcg/hr 

4.2mg/Patch 

藥品中文名 "管"吩坦尼穿皮貼片劑 楊森"多瑞喜穿皮貼片劑 

藥品商品名 
Fentanyl T.dermal 25mcg/hr 

2.5mg/Patch 

Durogesic D-trans 25mcg/hr 

4.2mg/Patch 

藥商/製作商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管

制藥品製藥工廠 / 德山/管管

局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管

制藥品製藥工廠 / JANSSEN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需要使用類鴉片製劑控制的慢

性疼痛和頑固性疼痛。 

噁心,嘔吐,嗜眠,眩暈,便秘,

皮膚搔癢 

副作用 噁心、嘔吐、嗜眠、眩暈、便秘、皮膚搔癢 

懷孕用藥分級 C(C)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AC50018311 BC2484131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0018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841 號 

附註 20170209，原品項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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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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02.14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FENT50 LFENT501 

藥品學名 
Fentanyl 50mcg/hr 5mg/Patch Fentanyl 50mcg/hr 

8.4mg/Patch 

藥品中文名 吩坦尼穿皮貼片劑 "楊森"多瑞喜穿皮貼片劑 

藥品商品名 
FENTANYL TD Patch 50mcg/hr 

5mg/Patch 

DUROGESIC D-trans 50mcg/hr 

8.4mg/Patch 

藥商/製作商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管

制藥品製藥工廠 / 德山 

衛生福利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管

制藥品製藥工廠 / JANSSEN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需要使用類鴉片製劑控制的慢

性疼痛和頑固性疼痛。 

噁心,嘔吐,嗜眠,眩暈,便秘,

皮膚搔癢 

副作用 噁心、嘔吐、嗜眠、眩暈、便秘、皮膚搔癢 

懷孕用藥分級 C(C)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AC517173CS BC248423CS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1717 號(管制

局) 

衛署藥輸字第 024842 號 

附註 20170214，食品藥物管理署改用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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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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02.23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FLUORO IFLUORO3 

藥品學名 Fluorouracil 1000mg/20mL/Vial 

藥品中文名 有利癌 好復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Fluoro-Uracil 

1000mg/20mL/Vial 

5-Fu 1000mg/20ml/Vial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美納里

尼 

育新企業有限公司 / 南光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大腸癌、乳癌、結腸癌。 

副作用 腸胃不適、皮膚炎、掉頭髮 

懷孕用藥分級 X(D)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BC23404238 AA580332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04 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033 號 

附註 20170223，原品項(有利癌)停止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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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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時採購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02.23 

醫令代碼 IIRIN-L 

藥品學名 Liposome irinotecan 50mg/10mL/Vial 

藥品中文名 安能得微脂體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Onivyde TM 50mg/10mL/Vial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智擎 

外觀圖片 

適應症 

ONIVYDE (irinotecan 微脂體注射劑)適用於轉移性胰腺癌，合

併 5-fluorouracil 和 leucovorin 治療曾接受過 gemcitabine

的患者。 

副作用 腹瀉、食慾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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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655 號 

附註 20170223，內科部血液腫瘤科臨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