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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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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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29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EVERO1 

藥品學名 Everolimus 5mg/Tab 

藥品中文名 癌伏妥 

藥品商品名 Afinitor 5mg/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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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箔片外包裝，增加中文名。 

適應症 

治療使用 sunitinib 或 sorafenib 治療失敗之晚期腎細胞癌病

患。進展性，無法切除或轉移性分化良好或中度分化

(well-differentiated or moderately-differentiated)之胰

臟神經內分泌腫瘤成人病患。 

副作用 口炎、嘔吐、腹瀉、便祕 

懷孕用藥分級 D(C)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BC2516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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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5.12.0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PREGNY 

藥品學名 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 5000U/mL/Am 

藥品中文名 保健寧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Pregnyl 5000u/mL/Amp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默沙東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藥廠名稱變更 

適應症 
非組織梗阻之青春期前之隱睪症、由於性腺刺激等減少或缺乏

時所引起之不孕症、出血性子宮疾病 

副作用 瘀青、疼痛、發紅 

懷孕用藥分級 X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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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5.12.08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ZIDOVU 

藥品學名 Zidovudine 100mg/Cap 

藥品中文名 立妥威膠囊 

藥品商品名 Retrovir 100mg/Cap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葛蘭素史克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膠囊及鋁箔印刷變更 

適應症 

後天性免疫缺乏症候群（ＡＩＤＳ）或與其有關之症狀（ＡＲ

Ｃ，ＡＩＤ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受到人類

免疫缺乏病毒（ＨＩＶ）感染沒有症狀或只有初期輕度症狀而

ＣＤ４Ｔ淋巴球數目小於５００／ｍｍ３病人的治療 

副作用 頭痛(63%)，乏力(53%)，食慾不振(20%)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不可 

健保代碼 BC1612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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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換廠資訊】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5.12.1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FENOTE TFENOTE1 

藥品學名 Fenoterol 2.5mg/Tab 

藥品中文名 喘祿錠 喘必定錠 

藥品商品名 Fenoterol 2.5mg/Tab Asmatin  2.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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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疾患支氣管痙攣之預防與治療：支氣管氣喘、閉塞性支氣

管炎、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併有支氣管痙攣之肺－支氣管

疾患與嬰兒之支氣管痙攣 

副作用 手指震顫,不安,心悸,疲勞,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20084100 AC45733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008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733 號 

附註 105 招標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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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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0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GLY-B LGLY-B1 

藥品學名 Glycerin Ball 20ml/Ball 

藥品中文名 人生浣腸 快通浣腸液 

藥品商品名 Clyster 20mL/Ball Kwaiton 20mL/Ball 

藥商/製作商 
人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人

生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 明仁/健康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緩解便秘。 

副作用 腹痛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成製字第 015345 號 衛署成製字第 008033 號 

附註 105 年度議價換廠，取代人生浣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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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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臨時採購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5.12.31 

醫令代碼 ODUODOP 

藥品學名 Duodopa Intestinal Gel 7cartridges/Box 

藥品中文名 多度寧腸凝膠 

藥品商品名 Duodopa Intestinal Gel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艾伯維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適合在晚期巴金森(advanced Parkinson's diease)患者中，

用以治療動作波動現象(motor fluctuation)。 

副作用 噁心、便秘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859 號 

附註 20161118，神經部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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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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22 

醫令代碼 TNINTED 

藥品學名 Nintedanib ethanesulfonate 150mg/Cap 

藥品中文名 抑肺纖軟膠囊 

藥品商品名 Ofev 150mg/Cap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百靈佳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特發性肺纖維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副作用 噁心(24%)、腹痛(15%)、嘔吐(12%)、食慾不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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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568 號 

附註 睡眠醫學中心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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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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20 

醫令代碼 INIVOL11 

藥品學名 NiVolumab 100mg/10mL/Vial 

藥品中文名 保疾伏 

藥品商品名 OPDIVO 100mg/10mL/Vial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小野 

外觀圖片 

適應症 

1. 無法切除或轉移性黑色素瘤 1.1 適用於治療患有無法切

除或轉移性黑色素瘤，並接受 ipilimumab 和 BRAF 抑制劑(若

為 BRAF V600 突變陽性)治療後疾病惡化的成人患者。 1.2 適

用於治療患有無法切除或轉移性 BRAF V600 野生型 

(wild-type)黑色素瘤的成人患者。 2. 適用於治療接受含鉑

化療時或之後惡化的轉移性鱗狀非小細胞肺癌(NSCLC)成人患

者。 

副作用 皮疹(16-21%)、搔癢(11-19%)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13 號 

附註 血腫臨採。 

 

 

 

 



2016年 12月 31日                                    藥劑快訊 第 2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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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臨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5.12.21 

醫令代碼 IRAMUC11 

藥品學名 Ramucirumab 100mg(自費)/Vial 

藥品中文名 欣銳擇 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Cyramza 100mg(自費)/Vial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禮來 

外觀圖片 

適應症 

Ramucirumab 併用 paclitaxel 適用於治療正接受或接受過

fluoropyrimidine 和 platinum 化學治療仍疾病惡化之晚期或

轉移性胃腺癌(或胃食道接合處腺癌)病患。 Ramucirumab 單一

藥物適用於治療正接受或接受過 fluoropyrimidine 或

platinum 化學治療仍疾病惡化，且不適合接受含 paclitaxel

藥物治療之晚期或轉移性胃腺癌(或胃食道接合處腺癌)病患。

副作用 高血壓、腹瀉、疲勞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99 號 

附註 內科部血液腫瘤科臨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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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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08 

醫令代碼 LFLUTI3 

藥品學名 Flutiform 125/5mcg/dose 120doses/Bot 

藥品中文名 呼特康 125/5 加壓驅動懸浮吸入劑 

藥品商品名 Flutiform 125/5mcg/dose 120doses/Bot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萌蒂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適用於適合使用複方劑(一種吸入型皮質類固醇與長效β2

致效劑)之氣喘患者的常態治療」： 1.適用於以吸入型皮質類

固醇與「視需要使用的」吸入型短效型β2致效劑無法有效控

制氣喘的病患。 2.適用於同時使用一種吸入型皮質類固醇與

長效β2致效劑時，已可有效控制氣喘的病患。 

副作用 頭痛、頭暈、喉嚨刺激不適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6345157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345 號 

附註 105 年第二次藥委會新進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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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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2.09 

醫令代碼 TSEVIK4 

藥品學名 Sevikar 5/40mg/Tab 

藥品中文名 舒脈康膜衣錠 5/40 毫克 

藥品商品名 Sevikar 5/40mg/Tab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三共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治療高血壓，此複方藥品不適合用於起始治療。 

副作用 水腫、潮紅、頭暈、心悸 

懷孕用藥分級 D 

授乳 不建議 

健保代碼 BC26520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520 號 

附註 105 年第二次藥委會新進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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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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5.12.02 

醫令代碼 ISOMA05 

藥品學名 Somatropin 5mg/1.5mL/pen 

藥品中文名 歐密拓“山德士＂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Omnitrope 5mg/1.5mL/pen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適應症 

腦下垂體之生長激素分泌不足所導致之生長干擾;TURNER'S 

SYNDROME 所導致之生長干擾;PRADER-WILLI SYNDROME 所導致

之生長干擾;慢性腎臟功能不足所導致之生長干擾;低出生體

重兒 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SGA)逾四歲者之生長障礙;

成人生長激素嚴重缺乏之補充療法。 

副作用 關節痛、肌肉疼痛 

懷孕用藥分級 C(B2)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93 號 

附註 105 年第二次藥委會新進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