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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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劑型變更 收文日期:106.10.19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SILODO TSILODO1 

藥品學名 Silodosin 

藥品中文名 優列扶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Urief 

藥商/製作商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膠囊劑改為錠劑 

適應症 前列腺肥大症所伴隨的排尿障礙 

副作用 口渴、下痢、起立性低血壓 

懷孕用藥分級 B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58838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838 號 

附註  

 

藥 劑 快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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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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10.23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CORTIS1 

藥品學名 Cortisone acetate 

藥品中文名 乙酸可體松錠 

藥品商品名 Cortisone acetate 

藥商/製作商 柏理貿易股份有限公司 / 應元/柏理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印字顏色改變 

適應症 
風濕性關節炎、急性風濕熱、過敏性病、炎症性眼病、皮膚病、

贅生性疾病及阿迪生氏病。 

副作用 高血壓, 腸胃刺激, 增加感染的機會 

懷孕用藥分級 D(A) 

授乳 無資料 

健保代碼 AC13381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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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10.23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CORDA1 

藥品學名 Amiodarone 

藥品中文名 臟得樂錠 

藥品商品名 Corda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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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包裝改變 

適應症 
Wolff-Parkinson-white 氏症候群、上室性及心室性心搏過速、

心房撲動、心房纖維顫動、心室纖維顫動 

副作用 噁心、嘔吐(10-33%)，頭暈、倦怠(4.9%) 

懷孕用藥分級 D(C) 

授乳 禁止 

健保代碼 BC1482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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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更 收文日期:106.10.31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OXCARB 

藥品學名 Oxcarbazepine 

藥品中文名 除癲達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Trileptal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變更項目 外包裝加印中文商品名 

適應症 
成人局部癲癇發作之單一或輔助治療，大於一個月孩童癲癇局

部發作之輔助治療。 

副作用 眩暈(8-49%)，嗜睡(5-36%)，頭痛(13-32%) 

懷孕用藥分級 C(D) 

授乳 禁止 

健保代碼 BC2352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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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換廠資訊】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10.20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AMANTA TAMANTA1 

藥品學名 Amantadine Sulphate 

藥品中文名 麥斯克膜衣錠 安滿達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PK-Merz Amanda 

藥商/製作商 
德譽貿易有限公司 / MERZ 佳達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 佳

達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帕金森氏病、預防及治療Ａ型流行性感冒症狀 

副作用 噁心(5-10%)、頭昏眼花(5-10%)、失眠(5-10%)、疲倦(1-5%) 

懷孕用藥分級 C(B3) 

授乳 使用應注意 

健保代碼 BC18952100 AC3025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95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0257 號 

附註 PK-Merz 100mg/Tab 暫停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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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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2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令代碼 TLABET1 TLABET2 

藥品學名 Labetalol 

藥品中文名 舒壓錠 壓血泰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Presolol Labtal 

藥商/製作商 
昱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 

ALPHAPHARM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高血壓  

副作用 眩暈(9-20%)、噁心(14%)、疲勞(11%)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不確定 

健保代碼 BC17586100 AC3970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758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703 號 

附註 原品項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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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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2 

醫令代碼 IABATA1 

藥品學名 Abatacept 

藥品中文名 恩瑞舒針筒裝皮下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OREncia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必治妥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成人類風濕性關節炎 

副作用 

上呼吸道感染(1.0%)、支氣管炎(0.7%)及帶狀皰疹(0.7%)。最

常造成停藥的感染為肺炎(0.2%)、局部感染(0.2%)與支氣管炎

(0.1%)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謹慎考慮 

健保代碼 KC00945258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45 號 

附註 內科部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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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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11 

醫令代碼 OPERMET1 

藥品學名 Permethrin 

藥品中文名 無 

藥品商品名 Permethrin  Cream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SANDOZ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疥瘡 

副作用 皮膚紅腫、皮膚刺痛 

懷孕用藥分級 B(B2) 

授乳 可以 

健保代碼 X000162343 

許可證字號 無 

附註 皮膚科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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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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25 

醫令代碼 TCERITI 

藥品學名 ceritinib 

藥品中文名 立克癌 

藥品商品名 Zykadia 

藥商/製作商 裕利股份有限公司 / 諾華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在 crizotinib 治療中惡化或無法耐受之 ALK 陽性的晚期非小

細胞肺癌患者 

副作用 腹瀉、噁心、嘔吐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料 

授乳 審慎考慮 

健保代碼 BC26674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74 號 

附註 內科部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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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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音相似藥品資訊】 

外觀相近 

AMAntadine Sulphate 100mg/Tab 

"衛達"安滿達膜衣錠 

Amanda 100mg/Tab 

Labetalol(錠劑)  200mg/Tab 

壓血泰膜衣錠２００毫克 

Labtal 200mg/T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