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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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0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CAVER 

藥品學名 ALPROSTADIL 20mcg/Vial 

藥品中文名 卡維傑特注射 

藥品商品名 Caverject 20mcg/Vial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輝瑞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內外包裝及印刷變更 

適應症 勃起機能障礙診斷及治療 

副作用 
低血壓（3-4％）、尿道不適（12-13％）、陰莖纖維化（3-7.8

％）、陰莖痛（32-37％）、陰莖異常勃起（<0.1-0.4％）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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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22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ATRO31 

藥品學名 Atropine  eye drops 0.3% 5mL/Bot 

藥品中文名 雅托平眼藥水 

藥品商品名 Tropine eye drop 0.3% 5mL/Bot 

藥商/製作商 麥迪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麥迪森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粉紅色瓶蓋 紫色瓶蓋 

適應症 散瞳、睫狀肌麻痺 

副作用 喉嚨乾燥、刺痛、心跳加快、臉紅 

懷孕用藥分級 C(A)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AC48251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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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0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OBETASO 

藥品學名 Betason-N eye oint 3g/Tube(複方) 

藥品中文名 眼用"溫士頓"比達爽軟膏 

藥品商品名 Betason-N eye oint 3g/Tube 

藥商/製作商 妙仁企業有限公司 / 溫士頓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印刷變更 

適應症 眼科疾患、眼瞼結膜疾患、角膜疾患、鞏膜疾患、脈絡膜疾患

副作用 暫時性眼部刺激 

懷孕用藥分級 C(A)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1047841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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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0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CLOPID 

藥品學名 Clopidogrel 75mg/Tab 

藥品中文名 保栓通 

藥品商品名 Plavix 75mg/Tab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賽諾菲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及紙盒外包裝印刷變更 

適應症 

降低近期發生中風、心肌梗塞或周邊動脈血管疾病的粥狀動脈

硬化病人之粥狀動脈栓塞事件(如:心肌梗塞、中風或其他因血

管病變引起的死亡)的發生。與 ASPIRIN 併用降低非 ST 段上升

之急性冠心症(不穩定性心絞痛和非 Q 波型心肌梗塞)病人（包

括經皮冠狀動脈介入性治療後放置支架的患者）之粥狀動脈栓

塞事件。與 ASPIRIN 併用可用於以內科治療的 ST 段上升之急性

心肌梗塞病人。 

副作用 出血, 瘀斑, 皮疹, 腸胃不適 

懷孕用藥分級 B(B1)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BC2293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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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18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CODEIN 

藥品學名 Codeine phosphate 30mg/Tab 

藥品中文名 磷酸可待因錠 

藥品商品名 Codeine phosphate 30mg/Tab 

藥商/製作商 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管制藥品) / 管管局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外包裝增加條碼印刷 

適應症 

1.本品用於兒童，僅限臨床效益大於風險時使用。 

2.禁忌：兒童扁桃腺及腺樣體切除術後止痛、已知 CYP2D6 快

速藥物代謝者(ultra-rapid metabolisers)及哺乳婦女。 

副作用 便祕, 噁心, 鎮靜, 嗜睡 

懷孕用藥分級 C(A) 

授乳 小心使用(不建議) 

健保代碼 AC0586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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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0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DOBUTA1 

藥品學名 Dobutamine 12.5mg/mL 20mL/Vial 

藥品中文名 保得命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Butamine 12.5mg/mL 20mL/Vial 

藥商/製作商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瑞安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綠色/銀色瓶蓋 金色瓶蓋 

適應症 
增強心肌收縮力而適用於短期治療器質性心臟病、心臟外科手

術引起心肌收縮力抑制而導致之心臟代償機能衰竭。 

副作用 快速性心律失常(大約 10%)、高血壓(7.5%)、心絞痛(1-3%) 

懷孕用藥分級 B(B2)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382842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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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22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LEVOFL1 

藥品學名 Levofloxacin 500mg/100mL/Bot 

藥品中文名 可樂必妥靜脈輸液 

藥品商品名 Cravit 500mg/100mL/Bot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三共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紙盒外包裝印刷變更 

適應症 

治療成人因對 levofloxacin 有感受性的致病菌所引起之下列

感染：社區性肺炎、複雜性尿道感染(包括:腎盂腎炎)、慢性細

菌性前列腺炎、皮膚和軟組織感染。 

副作用 
頭暈（3％），頭痛（6％），發熱，失眠，噁心（7％），嘔吐，

腹瀉（5％），便秘，視力下降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AC5718525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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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18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MEMANT 

藥品學名 Memantine 10mg/Tab 

藥品中文名 憶必佳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Ebixa 10mg/Tab 

藥商/製作商 和安行股份有限公司 / LUNDBECK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鋁箔及裸錠外觀改變 

適應症 治療中重度及重度之阿茲海默症。 

副作用 眩暈(5-7%)，頭痛(6%)，腹瀉(2-5%)，咳嗽(4%) 

懷孕用藥分級 B(B2)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BC2422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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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2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METRON1 

藥品學名 Metronidazole(針劑)  500mg/100mL/Bot 

藥品中文名 黴得挫輸注液 

藥品商品名 Metronidazol 500mg/100mL/Bot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費森尤斯卡比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標籤印刷變更 

適應症 厭氧性菌引起之感染症. 

副作用 腸胃不適,嗜睡,頭暈,頭痛,皮膚和過敏反應 

懷孕用藥分級 B(B2)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BC1783525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7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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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1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PAROXE9 

藥品學名 Paroxetine(F) 20mg/Tab 

藥品中文名 除憂定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Setine 20mg/Tab 

藥商/製作商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生達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每片 10 顆 每片 14 顆、鋁箔增加條碼印刷

適應症 

各種類型鬱症及鬱症伴隨焦慮之症狀治療及預防復發、強迫症

之症狀治療、恐慌症之症之症狀治療及預防復發、社交畏懼症

（社交焦慮症）之治療。 

副作用 皮疹, 腸胃不適, 無力, 眩暈, 嗜眠, 

懷孕用藥分級 D(D)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AC4462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6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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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2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VPEDIA1 

藥品學名 PediAcel 0.5ml/Syr 

藥品中文名 巴斯德 五合一疫苗 

藥品商品名 PediAcel 0.5ml/Syr 

藥商/製作商 衛生所領取免費疫苗 / 0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紙盒及瓶身，外觀印刷變更。 

適應症 

可使出生後二個月至七歲的孩童對白喉、破傷風、百日咳、小

兒麻痺症及侵襲性 b 型流行性感冒嗜血桿菌感染症產生免疫

力。 

副作用 注射部位紅腫、疼痛,噁心,發燒,哭鬧,倦怠,食量減少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21 號 

附註  

 

 

 

 

 

 

 

  



2016年 01月 31日                                    藥劑快訊 第 2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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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0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OTETRAC1 

藥品學名 Tetracycline Oph.Oint 1% 5g/Tube 

藥品中文名 鹽酸四環素眼藥膏 

藥品商品名 Tetracycline Oph.Oint 1% 5g/Tube 

藥商/製作商 杏鑫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 溫士頓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印刷變更 

適應症 
革蘭氏陽性、陰性細菌引起之眼部感染、如急、慢性結膜炎、

瞼緣結疱膜炎、急性角膜潰瘍、砂眼手術後感染之預防。 

副作用 過敏反應、短暫的眼睛刺激 

懷孕用藥分級 D(D) 

授乳 可 

健保代碼 AC52555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2555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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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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1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OTRETIN1 

藥品學名 Tretinoin 0.1% 5g/Tube 

藥品中文名 愛潔膚乳膏 

藥品商品名 Airful 0.1% 5g/Tube 

藥商/製作商 富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中美兄弟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內外包裝印刷改變 

適應症 尋常性痤瘡（面皰）皮膚角質化。 

副作用 水腫、色素沉著或色素減退 

懷孕用藥分級 C(D)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A0280213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021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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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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變更 收文日期:105.01.2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TRIPT1 

藥品學名 Triptorelin 0.1mg/mL/Amp 

藥品中文名 弟凱得注射液 0.1 毫克/毫升 

藥品商品名 Decapeptyl 0.1mg/mL/Amp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輝凌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紙盒外包裝印刷變更 

適應症 

攝護腺癌之輔助療法，子宮內膜異位症，子宮肌瘤切除手術前

縮減子宮肌瘤體積之輔助治療，女性不孕症在體外受精及胚胎

植入(IVF-ET)之輔助治療。 

副作用 
高血壓（3.6％至 14.2％），熱出汗（58.6％～73％），骨痛（12.1

％至 13.2％） 

懷孕用藥分級 Ｘ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602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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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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換廠資訊】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5.01.22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ESTAZO TESTAZO1 

藥品學名 Estazolam  2mg/Tab 

藥品中文名 金座錠 悠樂丁錠 

藥品商品名 Kinzolam 2mg/Tab Eurodin 2mg/Tab 

藥商/製作商 
景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 中

化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武

田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失眠 

副作用 無力、眩暈、 嗜睡 

懷孕用藥分級 X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AC440291G0 AC12458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02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12458 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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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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相似讀音相似藥品 
2016.01.08 

裸錠外觀相近，大小相似，請多留意！ 

Baktar 400mg/Tab (複方) 

撲菌特錠 

Terbinafin  250mg/Tab 

療黴舒錠 

Lamisil 250mg/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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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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相似讀音相似藥品 
2015.11.16 

同家公司鋁箔外觀相近，請多留意！ 

TelmiSartan 80mg/Tab 

必康平 

MiCardis 

PRAMIPEXOLE P.R. 1.5mg/Tab 

樂伯克持續性藥效錠 MIRAPEX P.R

2015.11.16 

同家公司外觀相近，請多留意！ 

（上）Leuprorelin acetate 3M 

11.25mg/Syringe 

柳菩林三個月持續性藥效 

Leuplin depot 11.25mg 

（下）Leuprolide 3.75mg/Vial 

柳菩林持續性皮下注射劑 

Leuplin depot 3.75m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