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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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裝改變 收文日期:106.8.4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IDEGAR8 

藥品學名 Degarelix 

藥品中文名 輔美康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Firmagon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輝凌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改變  

適應症 成年男性晚期荷爾蒙依賴型前列腺癌 

副作用 潮熱、體重增加 

懷孕用藥分級 X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BC25882253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882 號 

附註  

 

藥 劑 快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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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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裝改變 收文日期:106.8.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LDDAVP 

藥品學名 Desmopressin 

藥品中文名 迷你寧鼻腔噴霧劑 

藥品商品名 Minirin Nasal Spray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輝凌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改變  

適應症 夜尿症,尿崩症 

副作用 皮膚潮紅,鼻塞,噁心,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B(B2) 

授乳 小心使用 

健保代碼 BC21874414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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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劑型改變 收文日期:106.8.10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DESMOP TDESMO6 

藥品學名 Desmopressin acetate 

藥品中文名 迷你寧凍晶口溶錠 

藥品商品名 Minirin melt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輝凌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劑型改變  

適應症 尿崩症、夜尿症 

副作用 低鈉血症、頭痛、腹痛 

懷孕用藥分級 B(B2) 

授乳 Compatible (WHO"Compatible") 

健保代碼 BC2502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021 號 

附註 本品取代停用的 Minirin 0.1mg/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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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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裝改變 收文日期:106.8.1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PIOGL1 

藥品學名 PioGliTazone 

藥品中文名 愛妥糖錠 

藥品商品名 Actos 

藥商/製作商 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武田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改變  

適應症 第二型糖尿病 

副作用 水腫(4.8-15.3%)、上呼吸道感染(13.2%)、頭痛(9.1%)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No Human Data-Probably Compatible (Excretion in breast 

milk unknown/not recommended) (L3) 

健保代碼 BC2320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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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裝改變 收文日期:106.8.30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OSIMER 

藥品學名 Osimertinib(AZD9291) 

藥品中文名 泰格莎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Tagri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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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裝改變  

適應症 
適用於治療具有EGFR T790M基因突變之局部侵犯性或轉移性非

小細胞肺癌(NSCLC)在 EGFR TKI 治療期間或之後惡化的患者。

副作用 腹瀉、皮疹 

懷孕用藥分級 N 

授乳 Infant risk cannot be ruled out.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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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8.23 

醫令代碼 LEPINAS 

藥品學名 Epinastine HCL 0.05% 

藥品中文名 銳視代眼用液劑 

藥品商品名 Relestat 

藥商/製作商 意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愛力根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減緩過敏性結膜炎所引起的眼睛搔癢 

副作用 眼睛燒灼感、眼乾及搔癢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No Human Data-probably compatible 

健保代碼 BC24332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332 號 

附註 106-2 新藥進用取代原品項 Ketotif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