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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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03.08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FLUMET2 LFLUOR1 

藥品學名 
Fluorometholone oph susp 

0.1% 5mL/Bot 

Fluorometholone oph susp 

0.1% 10mL/Bot 

藥品中文名 如視點眼液 

藥品商品名 
Viscone oph susp 0.1% 

5mL/Bot 

Viscone oph susp 0.1% 

10mL/Bot 

藥商/製作商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杏輝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5 西西/瓶 10 西西/瓶 

適應症 外眼部和前眼部之炎症性疾患。 

副作用 眼刺激感,結膜充血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43184421 AC43184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184 號 

附註 
20170308，年度換廠，進用 Viscone oph susp 0.1% 10mL/Bot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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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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03.3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SAXAGL 

藥品學名 Saxagliptin 5mg/Tab 

藥品中文名 昂格莎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Onglyza F.C 5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阿斯特捷利康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印刷及包裝變更 

適應症 第二型糖尿病。 

副作用 末梢水腫(1.2-8.1%)、上呼吸道感染(7.7%)、泌尿道感染(6.8%)

懷孕用藥分級 B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BC2522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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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3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DEXTR1 TSODICO 

藥品學名 Dextromethorphan 30 mg/Tab Sodicon-G Tab(複方) 

藥品中文名 樂咳坦錠 嗽必康治錠 

藥品商品名 Nospan 30mg/Tab Sodicon-G Tab 

藥商/製作商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永信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杏輝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鎮咳（氣管炎、支氣管炎、感

冒性咳嗽及其他呼吸道疾患所

引起之咳嗽）。 

鎮咳、袪痰（感冒、急慢性支

氣管炎、支氣管氣喘引起之咳

嗽及喀痰） 

副作用 
嗜睡、頭痛、發疹 眩晕（輕度）、嗜睡（輕度）、

疲劳（輕度） 

懷孕用藥分級 A C(A)/A 

授乳 可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AB29905100 AC23491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990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3491 號 

附註 20170331 依年度換廠決議更換為 Sodicon-G 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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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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13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LEUCO2 ILEUCO6 

藥品學名 Leucovorin 100mg/Amp Leucovorin 100mg/10mL/Vial

藥品中文名 肯血福注射液 芙琳亞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Calciumfolinat-Ebewe 

100mg/Amp 

Folina 100mg/10mL/Vial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 東洋(聯亞製造)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抗葉酸拮抗劑 葉酸拮抗劑(如 

Methotrexate)過量之解毒劑。

副作用 腹瀉、噁心、嘔吐、疲勞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可 

健保代碼 BC18833229 AC484262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83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426 號 

附註 20170313，原品項 Calciumfolinat-Ebewe 停止進口，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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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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23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SMESALA SMESAL1 

藥品學名 Mesalazine 500mg/Supp MESALAZINE 1000mg/supp 

藥品中文名 安腸克栓劑 頗得斯安栓劑 

藥品商品名 ASACOL 500mg/Supp PENTASA(栓劑)1000mg/Supp 

藥商/製作商 
科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HAUPT PHARMA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輝凌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潰瘍性結腸炎，輕度到中度直

腸炎及直腸乙狀結腸炎。 

輕度至中度潰瘍性直腸炎。 

副作用 噁心,腹瀉,腹痛,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B(C)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BC21083500 BC227375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083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737 號 

附註 
20170323，Asacol 500mg/Supp 缺藥，進用 MESALAZINE 

1000mg/supp 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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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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0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VANCOM2 IVANCOM3 

藥品學名 Vancomycin  500mg/Vial 

藥品中文名 
萬古利凡凍晶靜脈注射劑 500

毫克 

穩利乾粉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Vancomycin 500mg/Vial Vanlyo 500mg/Vial 

藥商/製作商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中國化學 

意欣國際有限公司 /台裕 

外觀圖片 

適應症 
葡萄球菌感染所導致之心內膜炎、骨髓炎、肺炎、敗血病、軟

組織感染、腸炎、梭狀桿菌感染所導致之假膜性結腸炎。 

副作用 噁心、發冷、發熱 

懷孕用藥分級 C(B2)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AC57286277 AC51533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28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1533 號 

附註 20170301，年度議價啟用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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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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03.20 

醫令代碼 TRH2-CDC 

藥品學名 RH-2 75/50mg/Tab 

藥品中文名 兒立服-2 

藥品商品名 RH-2 75/50mg/Tab 

藥商/製作商 疾病管制局免費提供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兒童結核病 

副作用 噁心、嘔吐、周圍神經病變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無 

附註 20170208，疾病管制局免費提供之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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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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03.20 

醫令代碼 TRHZ-CDC 

藥品學名 RHZ-3 75/50/150mg/Tab(CDC) 

藥品中文名 愛兒肺平-3 

藥品商品名 RHZ-3 75/50/150mg/Tab(CDC) 

藥商/製作商 疾病管制局免費提供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兒童結核病 

副作用 噁心、嘔吐、周圍神經病變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無 

附註 20170208，疾病管制局免費提供之藥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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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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27 

醫令代碼 TCLONID 

藥品學名 Clonidine 75mcg/Tab 

藥品中文名 降保適錠 

藥品商品名 CataPRES 75mc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百靈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高血壓。 

副作用 口乾、鎮靜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BC2539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391 號 

附註 20170203 兒童醫院小兒神經科臨採 

 

 

 

 

 

 

 



2017年 03月 31日                                    藥劑快訊 第 2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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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27 

醫令代碼 IRITUX4 

藥品學名 Rituximab SC 1400mg/Vial 

藥品中文名 莫須瘤 

藥品商品名 MabThera SC 1400mg/Vial 

藥商/製作商 羅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羅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非何杰金氏淋巴瘤 (１)用於復發或對化學療法有抗性之低惡

度 B-細胞非何杰金氏淋巴瘤，且對誘導療法產生療效反應後之

維持治療。 (２)併用 CVP 或 CHOP 化學療法用於未經治療之和

緩性(組織型態為濾泡型)B 細胞非何杰金氏淋巴瘤的病人。 

(３)併用 CHOP 或其他化學療法用於 CD20 抗原陽性之瀰漫性

大型 B 細胞非何杰金氏淋巴瘤。 (４)用於做為濾泡性淋巴瘤

患者對誘導療法產生反應之後的維持治療用藥。 

副作用 發燒、寒顫、感染、噁心 

懷孕用藥分級 C(C)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22 號 

附註 1060327，內科部血液腫瘤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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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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10 

醫令代碼 TPHENYL1 

藥品學名 Sodium Phenylbutyrate 500mg/Tab 

藥品中文名 芬必提 500 毫克錠 

藥品商品名 Phenbuty 500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捷有限公司 / 旭能(歐帕製造)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缺乏 CARBAMYLPHOSPHATE SYNTHETASE(CPS)，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OTC)或 ARGININOSUCCINIC ACID 

SYNTHETASE (AS) 之先天性尿素循環障礙。 

副作用 食慾降低、腸胃不適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WB00014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罕藥製字第 000014 號 

附註 20170310，小兒遺傳科臨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