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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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更 收文日期:106.12.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令代碼 TATORVA2 

藥品學名 atorvastatin 

藥品中文名 立普妥 

藥品商品名 lip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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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箔金色印字改為黑色印字 

適應症 高脂血症 

副作用 腹痛、便秘、脹氣、噁心、頭痛 

懷孕用藥分級 X(D) 

授乳 禁忌 

健保代碼 BC2289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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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更 收文日期:106.12.6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令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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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箔印刷改變 

適應症 
中樞性尿崩症、原發性夜尿症(限用於 7歲以上病患)、成人因

夜間多尿所導致之夜尿症，即夜間尿夜的產量超過膀胱的容量。 

副作用 低鈉血症、頭痛、腹痛 

懷孕用藥分級 B(B2) 

授乳 謹慎使用 

健保代碼 BC2502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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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碼變更、包裝變更 收文日期:106.12.14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令代碼 IADALIM 

藥品學名 adalimumab 

藥品中文名 復邁注射劑 

藥品商品名 humira 

藥商/製作商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 艾伯維 

外觀圖片 

  
變更項目 健保碼及外包裝變更 

適應症 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癬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克隆氏症 

副作用 
注射部位反應(8-20%)、上呼吸道感染(17%)、紅疹(12%)、頭痛

(12%) 

懷孕用藥分級 B(C)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KC00776283 KC0103927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776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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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更 收文日期:106.12.19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令代碼 TSAXAGL 

藥品學名 saxagliptin 

藥品中文名 昂格莎膜衣錠 

藥品商品名 ongly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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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箔變直式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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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謹慎 

健保代碼 BC2522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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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變更 收文日期:106.12.2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令代碼 IBENEFI 

藥品學名 factor IX(recombinant) 

藥品中文名 賓凝適凍晶注射液 

藥品商品名 bene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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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外包裝大小變更 

適應症 

適用於控制與預防Ｂ型血友病（先天性第九凝血因子缺乏症，

或稱聖誕節症）之出血，包括接受外科手術時的出血控制與預

防出血。 

副作用 
頭痛(10.8%)、眩暈(7.7%)、噁心(6.2%)、注射部位反應(6.2%)、

紅疹(1.6-7.7%)、味覺改變(4.6%) 

懷孕用藥分級 C(C) 

授乳 需謹慎 

健保代碼 KC0060829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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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換廠資訊】 

 
項目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12.7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令代碼 TMETFOR5 TMETFOR9 

藥品學名 metformin 

藥品中文名 克醣錠 豪樂錠 

藥品商品名 uformin volv 

藥商/製作商 
泰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泰宗/十全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永信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糖尿病 

副作用 胃腸不適 

懷孕用藥分級 B(C) 

授乳 避免 

健保代碼 AC363491G0 AC38680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6349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8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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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廠通知 收文日期: 106.12.25 

新舊對照 舊 新 

醫令代碼 TQUINID1 TQUINID2 

藥品學名 quinidine sulfate   

藥品中文名 硫酸奎尼丁錠 華尼丁 

藥品商品名 quinidine wanidine 

藥商/製作商 
尼斯可股份有限公司 / 尼斯

可 

華盛頓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華盛頓 

外觀圖片 

  
適應症 心房或心室性早期收縮陣發性上室性、心房纖維顫動 

副作用 腹瀉、疲勞 

懷孕用藥分級 C(C) 

授乳 可 

健保代碼 NC00990100 AC34003100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0990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003號 

附註  

 

 



2017年 12月 31日                                    藥劑快訊 第 2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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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採購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臨採品項 收文日期: 106.12.7 

醫令代碼 IATEZ121 

藥品學名 atezolizumab 

藥品中文名 癌自禦 

藥品商品名 tecentriq 

藥商/製作商 羅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羅氏 

外觀圖片 

 

適應症 

(1)適用於治療接受含鉑化學治療後，疾病惡化之局部晚期或

轉移性泌尿道上皮癌患者。 說明:此適應症療效乃依據腫瘤反

應率加速核准，將來仍須有確認性試驗結果以確認療效。 (2)

適用於治療接受含鉑化學治療後，疾病惡化之局部晚期或轉移

性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患者若具有 EGFR或 ALK腫瘤基因異常，

則須先經 EGFR或 ALK抑制劑治療，若治療後疾病惡化方可使

用 Tecentriq。 

副作用 
疲倦(46%)、食慾降低(35%)、呼吸困難(32%)、咳嗽(30%)、噁

心(22%)、肌肉骨骼疼痛(22%)、便秘(20%)。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料 

授乳 治療期間與最後一劑至少五個月內不得哺乳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50號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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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藥品資訊】 
 

項目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12.1 

醫令代碼 PUMECLI 

藥品學名 umeclidinium 

藥品中文名 英克賜易利達 

藥品商品名 incruse ellipta 

藥商/製作商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 葛蘭素 

外觀圖片 

 
適應症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之氣道阻塞症狀的維持治療 

副作用 鼻咽炎、上呼吸道感染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BC26500143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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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12.1 

醫令代碼 VMMR2-4、VMMR2-5、VMMR2-6 

藥品學名 MMR 

藥品中文名 派立克 

藥品商品名 priorix 

藥商/製作商 裕利/荷商葛蘭素史克 

外觀圖片 

 
適應症 預防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 

副作用 局部灼熱、刺痛感、發燒、發疹 

懷孕用藥分級 無資料 

授乳 需評估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510號 

附註 衛生所免費提供之公費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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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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21 

醫令代碼 TDABIG7 

藥品學名 dabigatran 

藥品中文名 普栓達 

藥品商品名 pradaxa 

藥商/製作商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 百靈佳 

外觀圖片 

 

適應症 

1.用於靜脈血栓高危險群病患，以預防其於接受下肢重大骨科

手術後之靜脈血栓栓塞症(VTE)。2.預防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

動病患發生中風與全身性栓塞。3.急性深層靜脈血栓(DVT)及/

或肺栓塞(PE)之治療。 

副作用 出血，消化不良，噁心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停止哺乳 

健保代碼 BC26233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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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品項 收文日期: 106.12.22 

醫令代碼 ODEXAME1 

藥品學名 dexamethasone 

藥品中文名 "杏輝"得舒口內膏 

藥品商品名 dexa orabase 

藥商/製作商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杏輝 

外觀圖片 

 
適應症 糜爛或潰瘍伴隨口內炎及舌炎 

副作用 口腔感染、過敏、腦下腺-腎上腺皮質機能抑制 

懷孕用藥分級 C 

授乳 無資料 

健保代碼 AC42271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2271號 

附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