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令代碼 OAD3 

藥品名稱 Nifedipine S.R.F.C.30mg 恆脈循持續性膜衣錠 

成分含量 NIFEDIPIN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潮紅(身體發熱).心灼熱感. 

用藥指示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劑量因人而異，過量會引起低血壓。 

緩釋劑：每次 30~60mg，一天一次。不可嚼碎，以 7~14 天的間隔慢

慢增量。服用後糞便中可能出現成型但不含主成份的藥片。 

藥品外觀 粉紅色小圓錠(勿與葡萄柚汁併服)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狹心症、高血壓 

懷孕哺乳 C 

禁忌 用法用量請遵照使用，除特別要求外，一般建議於飯後服用。 

注意事項 整粒吞服，勿與葡萄柚汁併服；若有胸痛、呼吸困難，請立即回診！ 

 

醫令代碼 OADA 

藥品名稱 Sindipine microenc 10mg(Nifedipine)心得平微粒膠囊 

成分含量 NIFEDIPIN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潮紅(身體發熱).心灼熱感. 

用藥指示 起始劑量：每次 10~20mg，一天三次。每日最高劑量 180mg。 

藥品外觀 紅色膠囊 

用途 微粒膠囊 

適應症狀 狹心症、高血壓 

懷孕哺乳 
C 級：動物實驗顯示對胎兒有害但缺乏控制良好的孕婦實驗；或缺

乏動物實驗或孕婦實驗數據。 

禁忌 

1.對 Nifedipine 過敏的病患不可服用本劑。 

2.心血管休克 

3.速放劑型不可於不穩定型心絞痛及最近發生過心肌梗塞的病人。 

4. Nifedipine 不能和 rifampicin 併用，因為酵素的誘導作用可能會使

nifedipine 無法達到有效的血中濃度。 

注意事項 

1.勿飲酒或葡萄柚汁併服。  

2.勿自行停藥。  

3.對血壓特別低的病人（ 嚴重低血壓，收縮壓＜ 90 mmHg） ，尤

其是心衰竭或嚴重主動脈狹窄的病例要十分注意。  

4.病人併有肝功能障礙時，應小心監控，對嚴重病患必要時應減少劑

量。 

 

醫令代碼 OALA1 

藥品名稱 D-ALFA(ALFASULY)0.5UG 愛康鈣軟膠囊 0.5μg 

成分含量 ALFACALCIDO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維生素 D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多尿.高鈣尿.食慾不振.噁心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淡橘色透明圓形膠囊 

用途 軟膠囊劑 

適應症狀 
慢性腎衰竭引起之低血鈣症、副甲狀腺機能低下症、維生素Ｄ抵抗

性佝僂病、骨軟化症、骨質疏鬆症。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ALDA 

藥品名稱 Aldactone 25mg(Spironolactone)愛達信錠 



成分含量 SPIRONOLACTO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保鉀利尿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頻尿.口乾.電解質不平衡 

用藥指示 
一天一次.一次 1-2 粒，使用本藥時，應定期測定血清鈣值，以不超

過正常值範圍，調整使用劑量。  

藥品外觀 粉橘色圓錠有 ST/243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利尿、高血壓、原發性醛類脂醇過多症。 

懷孕哺乳  

禁忌 

1.對孕婦的投與：人類懷孕中投與之安全性，則尚未確定。因此，對

孕婦及有懷孕可能的婦人，只有在治療上得到的利益將大於危險性

的原則下，方可使用。 

2.給予幼兒服用本劑時，必須十分謹慎地監視血清鈣質、尿中

Calcium/ Creatinine 之比值，然後由少量開始投與，而後漸增劑量，

並注意防止過量投與。患有高磷酸血症的患者欲服用本劑時，請與

磷酸結合劑併用，以降低血磷濃度。  

注意事項 室溫避光保存 

 

醫令代碼 OALL 

藥品名稱 Urinol  100mg(Allopurinol)威寧疼錠 

成分含量 ALLOPURINO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治療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本藥品有可能發生罕見但嚴重的皮膚過敏反應如史蒂文生氏強生症

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不良反應如出現喉嚨痛嘴巴破眼睛癢皮膚紅

疹等(請立即停藥就醫) 

用藥指示 

抗痛風劑 

初劑量：口服 100mg，一天一次，在一星期的間隔期間每天增加 100mg

直到達到所需要的血清尿酸濃度為止。不得超過每日 800mg 之最大

建議劑量。維持劑量：口服 100 至 200mg，一天二至三次。在適度

嚴重沙石痛風者的一般維持劑量為每天 400 至 600mg。 

贅瘤疾病 

治療初始劑量：口服，在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開始之前的 12 小時到

3 天(最好是 2 至 3 天)，每天 600mg 至 800mg。維持劑量：劑量必須

要依據在 Allopurinol 治療開始後的 48 小時及其後的定期時間所執行

之血清尿酸設定為基礎。 

抗尿酸結石 

口服 100 至 200mg，每天一次。 

藥品外觀 綠色圓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痛風症、痛風性關節炎、尿酸結石、癌症或經化學治療產生之高尿

酸血症。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1.腎功能不全或有傾向於腎功能改變的任何病患諸如：充血性心臟

病、糖尿病、高血壓。 

2.對 Allopurinol 有過敏之病史者。 

注意事項 1.Allopurinol 可在飯後服用，以減輕胃腸道刺激。  



2. 每日劑量可以分割的劑量或當作單一的劑量服用。每一個單一劑

量，都必須不得超過 300mg。超出 300mg 要求的每日劑量，必須要

分割劑量使用。 

 

醫令代碼 OALLE 

藥品名稱 Fexofenadine 60mg 飛敏耐膜衣錠 

成分含量 FEXOFENADINE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組織胺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背痛,疲倦感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勿服用過量 

1.每次 60mg ，一天二次；6-11 歲的兒童：每次 30mg ，一天二次。 

2.For adults with decreased renal function, the recommended fexofenadine 

dosage is 60 mg once daily. 

3.Dosage adjustment is not necessary in geriatric patients.  

藥品外觀 粉色長型錠，印有 CCP/138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緩解成人及 6 歲以上之兒童的季節性過敏性鼻炎及慢性自發性蕁麻

疹相關症狀。 

懷孕哺乳  

禁忌 對其成份過敏之患者 

注意事項 

1.不得併服葡萄柚汁。 

2.同時併服其他會抑制肝臟代謝的藥物如 Cimetidine，Ketoconazole 等

必須小心。 

3.Dosage Adjustment During Dialysis: Hemodialysis does not effectively 

remove fexofenadine from blood.   

 

醫令代碼 OALU 

藥品名稱 ALUGEL 氫氧化鋁凝膠錠 

成分含量 ALUMINUM HYDROXIDE DRIED GE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制酸劑及吸附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便秘 

用藥指示 

一天 3 次至 4 次，或需要時服用，應嚼碎後吞服。成人每次 1 錠，

12 歲以上適用成人劑量;6 歲以上未滿 12 歲，每次 1/2 錠;3 歲以上未

滿 6 歲，每次 1/4 錠。;3 歲以下之嬰幼兒，請洽醫師診治，不宜自行

使用。   

藥品外觀 白色錠劑，一面刻有 116 字樣，一面刻 HT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制酸劑 , 收斂 

懷孕哺乳  

禁忌 
闌尾炎或急腹症時，服用該藥品可使病情加重，可增加闌尾穿孔的

危險，應禁用。 

注意事項 

1.該藥品連續使用不得超過 7 天，癥狀未緩解，請諮詢醫師或藥師。 

2.兒童用量請諮詢醫師或藥師。 

3.骨折患者不宜服用，這是由於不溶性磷酸鋁複合物的形成，導致血

清磷酸鹽濃度降低及磷自骨內移出。 

4.該藥品能妨礙磷的吸收，長期服用能引起低磷血症；低磷血症（如

吸收不良綜合征）患者慎用。 

5.該藥品有便秘作用，故長期便秘者應慎用。 

6.如服用過量或出現嚴重不良反應，應立即就醫。 

7.對該藥品過敏者禁用，過敏體質者慎用。 

8.該藥品性狀發生改變時禁止使用。 

9.請將該藥品放在兒童不能接觸的地方。10.兒童必須在成人監護下

使用。 

11.如正在使用其他藥品，使用該藥品前請諮詢醫師或藥師。 

 

醫令代碼 OAM1 

藥品名稱 Aminophylline 100mg 氨基非林錠 

成分含量 AMINOPHYLLINE (COROPHYLLIN)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呼吸道平滑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心灼熱、心跳過快、頭痛、排尿增加、發抖、睡眠障礙、極度口渴、

耳鳴、肌肉抽筋、噁心、嘔吐，胃痛或食慾差等。 

用藥指示 成人：一天三次，每次 200mg。小孩：15 mg/公斤/天，分四次服用。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氣喘及支氣管痙攣 

懷孕哺乳 
C 級：動物實驗顯示對胎兒有害但缺乏控制良好的孕婦實驗；或缺

乏動物實驗或孕婦實驗數據。 

禁忌 對 Aminophylline 過敏者、心律不整。 

注意事項 

1.服藥期間定期回診。  

2.請儲存於陰涼乾燥避光且孩童不易取得處。  

3.對 xanthine 類藥物過敏者。 

 

醫令代碼 OAMA 

藥品名稱 Dopadine 100mg(Amantadine)多巴定膜衣錠 

成分含量 AMANTADINE SULF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病毒素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抑鬱,尿滯留 

用藥指示 

1.通常一天 1-2 次，一次一粒。如果服用此藥後難以入睡，最後一次

劑量應在睡前數小時服用。 

2.必須遵醫囑常規服藥，不可自行更改劑量或自行停藥。 



藥品外觀 橘色圓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巴金森病、預防及治療Ａ型流行性感冒症狀。 

懷孕哺乳  

禁忌 若造成胃部不適，可與食物或牛奶併服，以減輕症狀。 

注意事項 

1.服藥前，請先告知您的醫師，是否對此藥或其它藥品過敏。 

2.服藥前，請先告知您的醫師，您目前正在服用的其它藥物，特別是

benztropine、trihexyphenidyl、hydrochlorothiazide、抗鬱藥等，因為有

許多藥會影響本藥之藥效。 

3.如果您有或曾經有腎及肝臟、心臟、癲癇、青光眼、皮膚紅疹等疾

病，應告知您的醫師。 

4.如果您正懷孕或計劃懷孕、餵母乳，請事先告知您的醫師。如果服

藥期間懷孕，也請立即告知醫師。 

5.請勿自行將藥拿給別人吃，以免發生意外。 

6.請儲存於緊密容器，室溫儲存，並慎防兒童取用。 

7.偶有視力模糊，駕車或操作機械請小心。 

 

醫令代碼 OAMAR 

藥品名稱 Glimepiride 2mg[DM](Glimepiride)穩佳醣錠 

成分含量 GLIMEPI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糖尿病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味覺改變,腹瀉或便秘,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初期：一日 1 次，每次半錠或 1 錠 

後繼：一日 1 次，每次 1~2 錠 

極量：一日 1 次，每次 4 錠 

每日第一餐正餐前或用餐期間服用：可與 Metformin/Insulin/Acarbose

合併使用 

藥品外觀 淺綠色蝴蝶狀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非胰島素依賴型(第 2 型)糖尿病。 

懷孕哺乳 C 級：動物實驗顯示對胎兒有害但缺乏控制良好的孕婦實驗；或缺



乏動物實驗或孕婦實驗數據。 

禁忌 授乳婦女、孕婦、對 Glimepiride 過敏者。嚴重肝、腎功能損害者。 

注意事項 

★高警訊藥品★有低血糖症狀應立即食用含糖飲料 

1.勿飲酒及吸煙。  

2.每日固定檢測血糖。  

3.務必遵照醫師指示服用。 

 

醫令代碼 OAMIO 

藥品名稱 Adarone 200mg(Amiodarone)艾達絡錠 

成分含量 AMIODARO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1.常見的-肌肉無力、疲憊、頭暈、低血壓、角膜褐黃色沈澱、厭食、

噁心、嘔吐、便秘、光敏感。 

2.胃腸不適、頭痛、心搏過慢、關節痛、過敏反應、皮膚色素沈著，

但停藥後會消失。 

3.嚴重的-心因性休克、心竇遏止、肝毒性、致命性喘息症候群(孩童

IV 投與)。 

用藥指示 
口服：每天 600mg，進餐時服用。一週後減為每天 200～400mg，每

月服藥 20 天維持劑量每天 200mg。 

藥品外觀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WOLFF-PARKINSON-WHITE 氏症候群、上室性及心室性心博過速、

心房撲動、心房纖維顫動、心室纖維顫動。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嚴重的竇房結 dysfanction，2°和 3°Ａ－Ｖ阻斷，心博過慢 A 引起的暈

厥。 

注意事項 
★高警訊藥品★(本藥與食物一起服用可減輕副作用) 

1.心搏過慢者與房室傳導阻礙者不宜使用。 



2.對碘過敏者，有甲狀腺疾病者亦宜避免使用。 

3.服用本品時宜避免曬太陽。 

 

醫令代碼 OAMO 

藥品名稱 amoxicilline 250mg 愛默士黴素 

成分含量 AMOXYCILLIN (TRIHYDRATE) 

用法用量 每八小時一次，9-17-24 

藥品分類 抗生素-青黴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較嚴重的─急性過敏反應，偽膜性結腸炎，顆粒性白血球缺乏。 

用藥指示 

1.成人：每 8 小時服用一次，每次 250-500mg。 

2.兒童：依體重減量使用。 

3.淋病治療：一次服用 3gm 單劑量。 

藥品外觀 深藍-淺藍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

菌引起之感染症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體

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對 Penicillin 過敏，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症。 

注意事項 
若有過敏徵兆(如發燒、氣喘聲、全身發癢、呼吸困難)，就要立刻停

藥，必須立即使用急救藥及保持呼吸通暢。 

 

醫令代碼 OAMO5 

藥品名稱 Amoxicillin 500mg 安蒙西林黴素 

成分含量 AMOXYCILLIN (TRIHYD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生素-青黴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瀉.噁心.嘔吐 

用藥指示 

口服: 

1.成人 

輕度至中度感染： 250 mg q8h or 500 mg q12h. 

嚴重感染，下呼吸道感染： 500 mg q8h. 

預防細菌性心內膜炎：手術前::2 g once 1 hr. before procedure. 

幽門螺旋桿菌感染： 

1 g q12h with clarithromycin 500 mg q12h and a PPI × 10-14 days. 

2.嬰兒>3 個月的兒童:20-40 mg/kg/day in q8h doses, or 25-50 mg/kg/day 

in q12h doses. 

急性化膿性中耳炎：80-90 mg/kg/day in q12h doses. 

預防細菌性心內膜炎:50 mg/kg once 1 hr before procedure; 

最大劑量 2g/dose. 

3.新生兒和嬰幼兒≦3 個月：20-30 mg/kg/day in q12h doses. 

藥品外觀 橘-白色膠囊，印有 CCP B32 字樣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球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

菌引起之感染症 

懷孕哺乳 B 

禁忌 青黴素過敏病人。 

注意事項 

服藥期間若自覺症狀改善，不可擅自停藥，仍須完成整個療程 

1.若干病人使用本藥時發現肝功能試驗數值變化，然其臨床意義尚未

確定。唯本藥用於肝功能不全徵象的病人時必須小心。 

2.曾有少數嚴重性膽汁鬱滯性黃疸的病例，但通常屬可逆性。很可能

在停止治療 6 星期後，症候和徵兆皆不明顯。 

 

醫令代碼 OAMP5 

藥品名稱 AMPICILLIN 500MG 安比西林 

成分含量 AMPICILLIN (TRIHYDRATE) 

用法用量 每六小時一次，9-15-21-3 

藥品分類 抗生素-青黴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 ,食慾不振 .腹瀉 

用藥指示 
成人：每次 250-500mg，每日 4-6 次。小孩：25-50 mg/公斤/天，分四

次服用。 

藥品外觀 紅-褐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

菌引起之感染症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體

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1.對 Ampicillin 過敏者。 

2.由 penicillinose 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注意事項 

1.請勿自行停藥。 

2.口服避孕藥效果受影響。 

3.勿自行改變劑量或任意停藥。 

 

醫令代碼 OAMT 

藥品名稱 Amtrel(Benazepril+Amlodipine) 諾壓錠 

成分含量 BENAZEPRIL HYDROCHLORIDE, AMLODIPINE BESYL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咳嗽、疲倦、上呼吸道症狀 



用藥指示 

若發生低血壓，應立即停藥就醫。 

治療高血壓的有效劑量 Amlodipine 為每天 2.5-10mg，Benazepril 為

每天 10-80mg。 

藥品外觀 圓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治療高血壓，此複方藥品不適合用於起始治療。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1.禁止使用在對 benazepril、ACEI 或 amlodipine 過敏的病人、孕婦、

授乳婦。  

2.合併使用本品及含 aliskiren 成分藥品於糖尿病患或腎功能不全患者 

(GFR < 60 ml/min/1.73 m2)。 

注意事項 
1.腎功能不全患者應小心使用。 

2.孕婦禁止使用。 

 

醫令代碼 OANT 

藥品名稱 C.A.P.感冒寧膠囊 

成分含量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METHYLEPHEDRINE HCL, 

ACETAMINOPHEN (EQ TO PARACETAMOL), ETHENZAMIDE 

(ETHOXYBENZAMIDE), CAFFEINE ANHYDROUS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綜合感冒製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思睡、口乾、倦怠感 

用藥指示 每次 1-2 顆,三餐飯後服用 

藥品外觀 淡黃色膠囊,上有 SK-CAP 字樣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緩解感冒之各種症狀（鼻塞、打噴嚏、咽喉痛、發燒，頭痛，關節

痛，肌肉痛，流鼻水）．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於本品主成分或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止使用本藥品。 

注意事項 服藥期間避免喝酒喝咖啡 

 

醫令代碼 OAPR 

藥品名稱 Apresoline 25mg 血得平 

成分含量 HYDRALAZ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DIRECT-ACTING VASOCLILATORS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頭暈 

用藥指示 

一般成人劑量：口服，100mg；最初 2~4 天，一天 4 次。25mg； 

第一星期的其他時間，一天 4 次。5Omg；第二星期及以後，一天 4

次或 10Omg 一天 2 次。繼而依病人反應調整劑量到最低有效量 

藥品外觀 332 字樣/綠色/圓形/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 

懷孕哺乳 C 級用藥 

禁忌 與其他降血壓藥合用可增強其降血壓效果。 

注意事項 長期大量使用此藥可引起紅斑狼瘡似徵狀(Lupus-like Syndrome)。 

 

醫令代碼 OAPRO 

藥品名稱 Ibesaa 150mg(aprovel) 抑爾壓膜衣錠 

成分含量 IRBESARTA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ANGIOTESIN 2 RECEPTOR ANTGONISTS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噁心、嘔吐、疲倦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 

一般建議起始劑量及維持劑量為每日一次，每次 150 mg，隨餐或空

腹服用。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錠,印有 CCP/208 標誌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本態性高血壓之治療。治療併有高血壓及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高血

壓及糖尿病性腎病變。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本品任何成分過敏者。 

注意事項 
Irbesartan 用於糖尿病患及中度至重度腎功能不全患者(腎絲球過濾率

< 60 mL/min/1.73 m2)，不可與含有 aliskiren 之藥物併用。 

 

醫令代碼 OAPRO 

藥品名稱 APROVEL 150MG 安普諾維膜衣錠 

成分含量 IRBESARTA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ANGIOTESIN 2 RECEPTOR ANTGONISTS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噁心、嘔吐、疲倦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 

1.高血壓: 成人,一開始, 150 mg qd, increased as tolerated to  

300 mg qd. 



2.糖尿病腎病: 成人, 維持劑量: 300 mg qd.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錠,一面印有心型標誌,一面印有數字 2872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本態性高血壓之治療。治療併有高血壓及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高血

壓及糖尿病性腎病變。 

懷孕哺乳 C/D 

禁忌 

1.對本品任何成分過敏者 。 

2.懷孕第二期及第三期。 

3.授乳。 

注意事項 

1.服用鋰、鉀補充劑、鹽替代物、利尿劑、疼痛或關節炎藥物者，須

先與醫師討論。 

2.孕婦、授乳婦女、糖尿病、心臟疾病、腎臟疾病、肝臟疾病、全身

性紅斑狼瘡患者，請事先告知醫師。 

3.此藥可能造成暈眩或嗜睡，避免開車或操作機械或做其他可能造成

危險的事情。 

 

醫令代碼 OAPRO1 

藥品名稱 CO-APROVEL  150/12.5MG 可普諾維膜衣錠 

成分含量 
HYDROCHLOROTHIAZIDE (EQ TO 

3,4-DIHYDROCHLOROTHIAZIDE), IRBESARTA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ANGIOTESIN 2 RECEPTOR ANTGONISTS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噁心、嘔吐、疲倦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 

藥品外觀 粉紅色橢圓錠,一面印有心型,一面印有數字 2875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本態性高血壓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1.懷孕第二期及第三期。授乳。對本品的主成分、任何賦形劑或其他

sulfonamide 衍生物過敏者 (hydrochlorothiazide 是 sulfonamide 的衍生

物)。 

2.下列禁忌與 hydrochlorothiazide 有關：嚴重腎功能不全(肌酸酐廓清

率< 30 毫升/分鐘)，難治的低鉀血症，高鈣血症，嚴重肝功能不全，

膽汁性肝硬化及膽汁鬱滯。  

合併使用本品及含 aliskiren 成分藥品於糖尿病患或腎功能不全患者 

(GFR < 60 ml/min/1.73 m2)。 

注意事項 

1.懷孕第二期及第三期。授乳。對本品的主成分、任何賦形劑或其他

sulfonamide 衍生物過敏者 (hydrochlorothiazide 是 sulfonamide 的衍生

物)。 

2.下列禁忌與 hydrochlorothiazide 有關：嚴重腎功能不全(肌酸酐廓清

率< 30 毫升/分鐘)，難治的低鉀血症，高鈣血症，嚴重肝功能不全，

膽汁性肝硬化及膽汁鬱滯。  

合併使用本品及含 aliskiren 成分藥品於糖尿病患或腎功能不全患者 

(GFR < 60 ml/min/1.73 m2)。 

 

醫令代碼 BC23983100 

藥品名稱 Arcoxia 60MG (Etoricoxib) 萬克適錠 

成分含量 ETORICOXIB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類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疲倦、暈眩、肝指數升高 

用藥指示 

患有心血管病變等高危險群病患，應謹慎使用本藥 

ARCOXIA 可與食物併服，亦可不與食物併服。 

骨關節炎：建議劑量為每日一次 60mg。 

類風濕性關節炎：建議劑量為每日一次 90mg。 

僵直性脊椎炎：建議劑量為每日一次 90mg。 

急性痛風性關節炎：建議劑量為每日一次 120mg。  

ARCOXIA 120mg 應僅用於急性症狀期，治療時間不可超過八天。 

原發性經痛：建議劑量為每日一次 120mg。 

藥品外觀 三角形.綠色.錠劑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骨關節炎(OA)與類風濕性關節炎(RA)之表徵與症狀的急慢性治療、

治療急性痛風性關節炎、治療原發性經痛、治療僵直性脊椎炎、治

療牙科手術後疼痛、治療婦科手術後疼痛。 

懷孕哺乳  

禁忌 

1.對本品之任何成分過敏。  

2.充血性心衰竭(NYHA II-IV) 。 

3.已知患有缺血性心臟疾病、週邊動脈疾病和/或腦血管疾病(包括最

近做過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或血管修復手術)。 

注意事項 

1.對有缺血性心臟病病史的患者應多加小心。  

2.雖然與 ARCOXIA 治療並無絕對關聯性，但目前已知：先前曾有胃

腸道穿孔、潰瘍及出血(PUB)之病史以及 65 歲以上的患者發生 PUB 

的危險性較高。 

 

醫令代碼 OART 

藥品名稱 Partane 2mg 帕金鎮錠 

成分含量 TRIHEXYPHENIDYL HCL (EQ TO BENZHEXOL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巴金森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本品每天應口服三至四次，於三餐前後服之。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印有 一字/R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帕金森氏症候群 

懷孕哺乳  

禁忌 
心臟缺氧者、休克者、狹角性青光眼、對本劑過敏者及嚴重的肌無

力患者。 

注意事項 如嘴內唾液過乾者，本品可於餐前服用 

 

醫令代碼 OAT1 

藥品名稱 Ativan 1mg(Lorazepam)悠然錠(管 4) 

成分含量 LORAZEPAM 



用法用量 每晚一次 

藥品分類 苯二氮平衍生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困倦 ,警覺性及動作協調能力降低 

用藥指示 
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機械(4 級管制) 

口服：焦慮─每天 2～3 次，每次 1～2mg。失眠症─睡前 2～4mg。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焦慮狀態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狹角青光眼和昏迷病患。 

注意事項 與 diazepam 同，常見-噁心、思睡、鎮靜。 

 

醫令代碼 OATI 

藥品名稱 Stapam 0.5mg(Lorazepam)速立安錠(樂耐平)(管 4) 

成分含量 LORAZEPAM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苯二氮平衍生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想睡.頭暈.意識不清. 

用藥指示 

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機械(4 級管制) 

Oral: Antianxiety: 1 - 3mg BID - TID. Sedative-hypnotic: 2 - 4mg as a 

single dose hs. Geriatric or debilitated patients: 1 - 2mg/day, being increased 

as needed. 

藥品外觀 紫色圓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焦慮狀態 

懷孕哺乳 D/長期使用要小心,理論上嬰兒劑量會累積導致鎮靜 

禁忌 
長期服藥若覺得效果不如前，請告知醫師，由醫師為您調整藥量，

勿自行增加藥量或服藥次數。 

注意事項 
Contraindication ; Sleep apnea, severe resp insufficiency, not for primary 

treatment of psychosis or depressive disorders, hypersensitivity. 

 

醫令代碼 OBAC 

藥品名稱 BACLOFEN 5mg 貝可芬錠 

成分含量 BACLOFEN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骨骼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噁心、嘔吐、肌肉無力 

用藥指示 

1.成人：初劑量 1 日 5~15mg，1~3 次飯後分服用，達標準用量 1 日

30mg，2~3 次，特殊情況可分次增量至 1 日 5~lOmg，視症狀增減用

量。 

2.小兒：初劑量 1 日 5mg，飯後 1~2 次分服用，達標準用量(15-12 歲

5~25mg，l1-7 歲 5~20mg，6-4 歲 5~15mg)2~3 日，特殊情況可分次增

量至 1 日 5mg，視症狀增減用量。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小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限於脊髓和大腦疾病或損傷引起的肌肉痙攣 

懷孕哺乳 C 

禁忌 對本劑有過敏症患者。  

注意事項 

1.慎重投與: 

a.癲癇及其既往病歷患者 

b.精神障害患者 

c.消化性潰瘍患者 

d.腎機能低下患者 

e.肝障害患者 



f.呼吸不全患者 

g.高齡者 

h.小兒(特別是癲癇及有既往病歷患者) 

2.長期連續服用，突然中止會引起弓覺、錯亂、興奮狀態、痙孿發作

等現象。所以必要中止服用時，宜慎重緩緩減量。 

3.可能改變實驗室的 SGOT 試驗，鹼性 phosphatase 和血糖。 

4.本藥會使人視覺模糊，昏昏欲睡，服用本藥不宜開車或操作危險的

機械。 

 

醫令代碼 OBAK 

藥品名稱 Baktar 400mg 碩邁沛霖錠 

成分含量 SULFAMETHOXAZOLE, TRIMETHOPRIM 

用法用量 每十二小時一次 

藥品分類 磺胺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 ,食慾不振 

用藥指示 蠶豆症患者勿用，一天三次 

藥品外觀 淡黃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葡萄狀球菌、鏈鎖球菌、肺炎雙球菌、大腸菌、赤痢菌及綠膿菌引

起感染症 

懷孕哺乳  

禁忌 孕婦及可能懷孕婦女或磺胺劑過敏者禁用 

注意事項 

1.請依藥袋指示的劑量及時間服用，勿提早停藥，以免細菌未殺死使

症狀再度發生，且細菌可能會產生抗藥性，感染症將更難治療。 

2.若過去曾有藥物過敏反應，請告知醫師。服用本藥期間，也請特別

留意是否發生過敏反應，若過敏反應嚴重且持續未改善，請停藥並

就醫，告知醫師您正在服用本藥。 

3.服用本藥期間請多喝水，以減少藥物於腎臟結晶的可能性。 

4. 使 用 本 藥 期 間 請 注 意 防 曬 ， 因 本 藥 可 能 引 起 光 敏 感 反 應

(photosensitivity)：光照處的皮膚出現紅斑、水腫、灼痛等過敏現象。 

 



醫令代碼 OBAMB 

藥品名稱 BAMBEC (Bambuterol)10mg 肺喘克錠 

成分含量 BAMBUTEROL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擬交感神經興奮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口腔和喉嚨乾及刺激感 

用藥指示 就寢前服用一次。 

藥品外觀 白色長形錠 SY 和 Bm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支氣管性氣喘 

懷孕哺乳  

禁忌 對 terbutaline 或任何成份過敏者。 

注意事項 

1.肝硬化患者，應直接使用 Terbutaline 活性代謝物。  

2.β2 刺激劑會增加血糖濃度，因此罹患糖尿病患者服用本藥時，應

增加血糖控制劑。  

3.β2 刺激劑可用於急性治療嚴重缺血性心臟衰竭方面，但治療某些

患者時，可能引發心律不整。 

 

醫令代碼 OBENS 

藥品名稱 Zcough 100MG 剎治得軟膠囊 

成分含量 BENZONAT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鎮咳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 暈眩.噁心. 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需直接吞服,不可咀嚼 

1.成人一天三次每次 100mg。 

2.孩童 14 歲以下及吞嚥困難者， 

不得服用 

藥品外觀 黃色圓膠囊 

用途 軟膠囊劑 

適應症狀 解除咳嗽症狀 

懷孕哺乳 C 

禁忌 對於本品主成分或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止使用本藥品。 

注意事項 

1.十四歲以下兒童及吞嚥困難者不得使用. 

2.若膠囊於口中崩解主成分之釋出會使口腔黏膜產生短暫局部麻醉

3.而可能有梗塞感因此本藥不可咀嚼而需要直接吞服 

4.孕婦應於必要之情況下才可投與 

 

醫令代碼 OBOK 

藥品名稱 BOKEY 100mg(Aspirin)伯基 

成分含量 ASPIRI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類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1. 成人：每日１粒，配服開水服用 

2. 孩童：65mg/Kg/天，分次服用。 

藥品外觀 橘-白膠囊 印有 YSP-BKCP 字樣 

用途 腸溶微粒膠囊劑 

適應症狀 抗血栓 預防心肌梗塞  中風 

懷孕哺乳 C/D 

禁忌 
1.嚴重的胃腸疾病(如潰瘍，出血，胃炎)，嚴重的貧血，缺乏維生素

K 及血友病患者。 



2.對本品過敏者。 

3.蠶豆症患者限制使用本品。 

注意事項 

1. 氣喘病，鼻息肉，或有過敏反應病歷的患者使用要非常小心。 

2. 發高燒和脫水的小孩，要小心毒性反應的發生，甚至低劑量的

aspirin 亦然，投與 aspirin 這些孩童切忌長期服用，而且要把 aspirin

放置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 

3. 要了解併服 aspirin，phenacetin 和 caffeine(APC)不見得比單獨服用

aspirin 有效，而且還會導致腎損壞較高的發生率。這種併服法應該

避免。 

4 用於水痘或流行性感冒或青少年，可能會發生雷氏(Rey's)症候群，

其症狀為嘔吐，嗜睡及好鬥，可能會逐漸形成譫妄及昏迷，也可造

成永久性腦損傷。 

 

醫令代碼 OBONA 

藥品名稱 Bonamine(Meclizine) 25MG 仙派錠 

成分含量 MECLIZINE HCL ( EQ TO MECLIZINE HYDROCHLORIDE )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止吐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困倦,口乾 

用藥指示 

1.成人，動暈病：每天一次，每次 25～50mg，至少在出發前一小時

服用。 

2.治療嚴重噁心嘔吐：一天 2～3 次，每天 25～50mg。 

3.前庭系統疾病引起的暈眩：每天 25-100mg。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刻有 148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預防或緩解動暈症（暈車、暈船、暈機）所引起之頭暈、噁心、嘔

吐、頭痛之症狀。 

懷孕哺乳 B 

禁忌 

1.動物實驗證實本品有致畸胚的作用，因此，孕婦或可能受孕婦女不

宜服用本品。 

2.對於本品主成分或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止使用本藥品。 

注意事項 使用本品可能發生倦睡，服藥後要避免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醫令代碼 OBUW 

藥品名稱 BUWECON 1.25mg (薪保賜康錠) 

成分含量 HYOSCYAMINE SULF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痙攣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口乾舌燥 

用藥指示 

成人及 12 歲以上兒童：1 次 1-2 錠，每 4 小時或需要時一次，每日

一超過 12 錠。 2-12 歲兒童：一次 1/2-1 錠，每 4 小時或需要時一次，

每日不超過 6 錠。  

藥品外觀 白色圓扁形,印有數字 45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下列疾患之痙攣及運動機能亢進、胃潰瘍、胃酸分泌過多、內臟痙

攣、痙攣性結腸炎、膀胱炎、幽門痙攣、妊娠嘔吐、腎痠痛、膽痠

痛、痛經。 

懷孕哺乳 
C 級用藥，懷孕期間用藥須嚴密觀察。 Hyoscyamine 會分泌於乳汁

中，因此，授乳婦應謹慎使用。  

禁忌 

青光眼、阻塞性尿路症狀(如前列腺肥大導致膀胱頸阻塞)、胃腸道阻

塞症狀(如弛緩不能、幽門十二指腸道狹窄)、麻痺性腸阻塞、老年人

或衰弱患者之小腸張力缺乏、急性出血之不穩定心血管狀態、嚴重

潰瘍性結腸炎、毒性巨腸症併發之潰瘍性結腸炎及重症肌無力之患

者禁用。 

注意事項 

1.心跳過速患者應謹慎使用。 

2.罹患裂孔性疝氣併逆流性食道炎患者應小心用藥。 

3.制酸劑可能干擾本品吸收，故本藥應於餐前服用，制酸劑於飯後服

用。 

4.處於高溫環境下患者應謹慎給藥。 

5.不完全腸道阻塞患者可能出現下痢情形，尤其是接受迴腸造口術或

結腸造口術之患者。 

 

醫令代碼 OCAD1 

藥品名稱 Caduet 脂脈優 5mg/20mg 



成分含量 ATORVASTATIN CALCIUM, AMLODIPINE BESYLATE 

用法用量 每天一至二次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偶有下肢水腫 

用藥指示 

大量飲酒或曾經罹患肝病患者應慎用 

劑量範圍由 amlodipine/atrovastain 5 mg/10 mg 至 10 mg/80 mg 之最高劑

量，每天一次。起始劑量和維持劑量應依每個成分對高血壓/心絞痛

和高脂血症的效果和耐受性而個別決定。本品可在一天任何時間服

用空腹、飯後服用不拘。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形錠劑,印有字有 pfizer/CDT 051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壓和血脂異常兩種合併症狀之治療 

懷孕哺乳 

X 級： 

不論是動物或人體的研究試驗中均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

且此藥物對懷孕婦女所產生的效益很低，則此藥對妊娠婦女或可能

懷孕的婦女為禁忌使用。 

禁忌 

對 dilhydropyridine 類化合物、amlodipine 、atrovastain 或本品任何成

分過敏之患者。有活動性肝病或不明原因的血清氨基轉移酵素持續

上升超過正常值上限 3 倍以上之患者。孕婦、授乳婦女。 

注意事項 

因有高血壓和血脂異常這兩種可矯正的危 險因子併存，而使心血管

危險增加的患者；或因有心絞痛為表現之冠心病(CHD)併有可矯正的

血脂異常危險因子，而使心血管危險增加的患者。 降低冠心病高危

險群的心血管事件發生率 對於臨床上沒有冠心病的高血壓患者，但

是至少有三個其他冠心病危險因子，包括第二型糖尿病、年紀大於

等於 55 歲、微白蛋白尿或蛋白尿、吸煙、或第一等親在 55 歲(男性)

或 60 歲(女性)前曾經發生冠心病事件，適用於：降低心肌梗塞的風

險、降低中風的風險、降低血管再造術與心絞痛的風險。 

 

醫令代碼 OCALG 

藥品名稱 Calcium acetate 667mg 普羅鈣錠６６７毫克 

成分含量 CALCIUM ACET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維生素製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高血鈣嘔吐 

用藥指示 服用毛地黃請告知醫生 

藥品外觀 白色長條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腎衰竭末期的高磷酸鹽血症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孕婦及授 乳婦在食用本產品前，請洽醫藥專業人員。 

食用後請 即蓋拴緊，並置於乾躁陰涼及耳兒童無法取得之處 

若不慎食 用過量，應立即停用並之諮詢醫師。 

 

醫令代碼 OCAP 

藥品名稱 Capdon(Captopril) 25mg 克壓當錠 

成分含量 CAPTOPRI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乾咳,頭痛,疲倦 

用藥指示 
服用本藥應留意尿蛋白及白血球計數 

Adult : 25~50mg BID-TID  

藥品外觀 白色方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嚴重高血壓、腎血管性高血壓以及傳統療法無理想效果或發生不良

副作用之高血壓。 

懷孕哺乳  

禁忌 少見 ，如有問題請洽藥物諮詢藥師 

注意事項 
1.懷孕或準備懷孕請告知醫師  

2.需小心監測血中鉀離子濃度。 



 

醫令代碼 OCELE 

藥品名稱 CECOXII 莃可喜膠囊 200 毫克 

成分含量 CELECOXIB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類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部不適.便秘 

用藥指示 
有胃潰瘍或出血病史患者需小心使用 

建議每天一顆，不同適應症請參考仿單用法用量。 

藥品外觀 黃白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緩解骨關節炎之症狀與徵兆、緩解成人類風濕性關節炎之症狀與徵

兆，緩解成人急性疼痛及治療原發性經痛，緩解僵直性脊椎炎之症

狀與徵兆。 

懷孕哺乳  

禁忌 

Celecoxib 禁用於： 

1.已知對Celecoxib、aspirin 或其它NSAIDs 過敏的患者。 

2.曾對磺醯胺（sulfonamides）產生過敏反應的患者。 

3.曾於服用aspirin 或其它NSAIDs 之後出現氣喘、蕁麻疹、或過敏反

應的患者。此類患者曾有對NSAIDs 產生嚴重類過敏反應（有些具有

致死性）的報告 

4.治療冠狀動脈繞道手術（CABG）後的疼痛症狀 

5.活動性消化道出血的患者 

注意事項 

本藥品之類似藥品曾發生心血管嚴重副作用，國人長期使用本藥品

之安全性尚未建立。患有心血管病變等高危險群病人，應特別謹慎

使用。 

 

醫令代碼 OCEPH 

藥品名稱 Sinphadol 25mg(Diphenidol)杏化樂糖衣錠 

成分含量 DIPHENIDOL HYDROCHLORIDE (eq to DIFENIDOL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止吐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口渴,胸部灼熱感,排尿困難 

用藥指示 
通常成人每次 1-2 錠，一日三次飯後口服使用，依年齡、症狀可適

宜增減  

藥品外觀 粉紅色圓形錠劑 

用途 因內耳障害引起之眩暈 

適應症狀 因內耳障害引起之眩暈 

懷孕哺乳  

禁忌 有青光眼,痴呆,前列腺肥大,尿路閉塞之患者,請謹慎使用 

注意事項 

1.可能會有暈眩感、視覺模糊，若有此症狀請小心，避免跌倒。  

2.可能會有口乾、便秘及減少出汗等情形，可適度補充水分以緩解不

適及避免中暑，亦盡量避免泡澡；口乾可含冰塊來減輕不適。  

3.眼睛可能會對光線特別敏感，可戴太陽眼鏡以減緩不適。 

 

醫令代碼 OCERE 

藥品名稱 Jinbo 9.6mg(Ginkgoflavonglycoside) 勁博膜衣錠 

成分含量 

GINKGO BILOBA EXTRACT((9.6mg GINKGO FLAVONGLYCOSIDES 

CALCULATED AS QUERCETIN,KAEMPFEROL AND 

ISORHAMNETIN,2.4mg TERPENLACTONES )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且藥理治療作用未確立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輕微腸胃不適，頭痛，過敏性皮膚反應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勿服用過量 

藥品外觀 土黃色圓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未稍血行障礙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CHA 

藥品名稱 Champix 0.5mg 戒必適 

成分含量 Varenicline 0.5mg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戒菸補助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失眠與頭痛，但症狀多為輕度，發生於服藥第一週， 平均時

間約為 10 天，之後症狀隨時減輕。 

用藥指示 

第 1-3 天：每日一次 0.5mg 

第 4-7 天：每日二次 0.5mg 

第 8 天-治療結束：每日二次 1mg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形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非尼古丁替代療法之戒菸藥 

懷孕哺乳  

禁忌 
CHAMPIX 禁用於已知曾對 CHAMPIX 產生嚴重過敏反應或皮膚反應

的患者。 

注意事項 
服用後如有精神行為異常(發生率很低)，請回診並小心開車及操作機

械。 

 

醫令代碼 OCHA1 

藥品名稱 Champix 1mg 戒必適 

成分含量 Varenicline 1mg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戒菸補助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失眠與頭痛，但症狀多為輕度，發生於服藥第一週， 平均時

間約為 10 天，之後症狀隨時減輕。 

用藥指示 

第 1-3 天：每日一次 0.5mg 

第 4-7 天：每日二次 0.5mg 

第 8 天-治療結束：每日二次 1mg 

藥品外觀 藍色橢圓形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非尼古丁替代療法之戒菸藥 

懷孕哺乳  

禁忌 
CHAMPIX 禁用於已知曾對 CHAMPIX 產生嚴重過敏反應或皮膚反應

的患者。 

注意事項 
服用後如有精神行為異常(發生率很低)，請回診並小心開車及操作機

械。 

 

醫令代碼 OCIM 

藥品名稱 Cimetidine 200mg 胃潰佳膜衣錠 

成分含量 CIMETIDI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H2-拮抗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下痢,暈眩,嗜睡,皮膚疹 

用藥指示 本藥品會加強口服抗凝血劑的效用 

藥品外觀 圓形 橘色 膜衣錠.印有 YSP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十二指腸潰瘍、胃潰瘍、消化性食道炎、上胃腸道糜爛或潰瘍引起

之出血、再發性潰瘍、孔性潰瘍、膽囊纖維變性併發有胰臟功能不



全時之補助療法 

懷孕哺乳 B 級用藥。本藥可供授乳婦使用。 

禁忌 對本藥成分過敏者。 

注意事項 具有微弱的抗雄性激素作用。 

 

醫令代碼 OCIP 

藥品名稱 CIPROXIN 500mg(Ciprofloxacin)優淨膜衣錠 

成分含量 CIPROFLOXACIN 

用法用量 每十二小時一次 

藥品分類 抗生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瀉,腹痛或腹部不適 

用藥指示 每次 250~500 毫克，每日二次。 

藥品外觀 長型錠 白色 印有 CCP/E81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對 CIPROFLOXACIN 有感受性之細菌所引起之呼吸道感染、中耳

炎、竇炎、眼感染、腎臟及泌尿道感染（包括淋病）、腹部感染（包

括腹膜炎）、皮膚及軟組織感染、骨髓炎、關節感染、菌血症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勿與乳製品及胃乳片併服 

 

醫令代碼 OCLE 

藥品名稱 Lindacin 150mg(Clindamycin)利達信黴素膠囊 

成分含量 CLINDAMYCIN (HCL) 

用法用量 每十二小時一次 

藥品分類 其他抗生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痛,腹瀉 

用藥指示 日服用次數及每次劑量,請遵照醫囑 

藥品外觀 紅紫雙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鏈球菌、葡萄球菌、肺炎雙球菌等所引起之感染症。 

懷孕哺乳  

禁忌 
如果您對此藥或其他藥物、食物、物質等有過敏經驗，請先告知您

的醫師 

注意事項 請勿自行停藥,請配服一大杯開水. 

 

醫令代碼 OCLI 

藥品名稱 Soliky(Sulindac) 200mg 速快 

成分含量 SULINDAC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類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頭痛，偶有發疹、皮膚搔癢 

用藥指示 
本藥應與食物併服。 一般劑量為每次 1 錠，每日服用 2 次。 每日

最高總劑量 400 mg。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藥品外觀 黃色六角形 印有 YUNG NIHS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骨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急性疼痛性肩關節疾病



（急性肩峰下滑囊炎、上肩胛肌腱炎）及急性痛風性關節炎 

懷孕哺乳 
B 級用藥本藥使用於授乳婦之安全性尚未確立，因此授乳婦在使用

前，宜先權衡治療之必要性方始投與。  

禁忌 

1.對本藥過敏之患者。 

2.曾因服用 Aspirin 或其他非類固醇消炎劑所引起急性氣喘、蕁麻疹

或鼻炎之患者。 

注意事項 

1.患有活動性胃腸出血及胃潰瘍患者服用本藥時，須衡量其治療效益

及危險性，並小心監測患者之病情。 

2.本藥使用於曾患有上胃腸道疾病之患者須謹慎投與。 

3.服用本藥其間，可能會造成肝功能檢查之異常，(此乃為暫時性現

象)，如有顥著異常現象時，應停止用藥。 

4.曾有患者服用本藥後出現水腫現象，因此針對心臟功能障礙，高血

壓或其他容易引起體液滯留之患者須謹慎使用。 

5.於某些風濕關節炎患者，本藥可減低副腎皮質類固醇之劑量，甚至

可取代副腎皮質類固醇之長期治療。 

6.由於本藥主要由腎臟排泄，故對於重度腎功能不良之患者須特別小

心，並應降低劑量以免造成藥物蓄積。  

7.本藥使用於孕婦、授乳婦之安全性尚未確立，對孕婦、可能懷孕的

婦女不建議使用。 

 

醫令代碼 OCO 

藥品名稱 CODEINE 15MG 磷酸可待因錠(管 2) 

成分含量 CODEINE PHOSPH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鎮咳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高警訊藥品。頭痛.噁心.嘔吐.便秘.視力模糊 

用藥指示 

請勿擅自改變藥量或服藥時間(2 級管制) 

成人劑量：一日量 60mg，一次量 15∼30mg，一次極量 100mg，一日

極量 300mg 

小孩劑量：3 mg/kg/day or 100 mg/M2/day in 6 divided doses 

藥品外觀 圓形錠 白色 刻有 C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鎮咳、鎮痛 

懷孕哺乳 C 

禁忌 Codeine phosphate 過敏的病患不可服用本劑。 

注意事項 
1.勿飲酒/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2.如果您已使用此藥一段時間，請勿急速停藥，以免產生不適症狀。 

 

醫令代碼 OCOL 

藥品名稱 Colchicine 0.5mg 秋水仙鹼片 

成分含量 COLCHICIN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治療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瀉,嘔吐 

用藥指示 

1.急性痛風：一開始口服 0.6-1.2 毫克，然後 0.6 毫克每 1-2 小時，直

到關節症狀消退，或出現噁心，嘔吐或腹瀉。最大劑量:6mg/day。下

次療程間隔三天。 

2.預防： 

< 1 acute attack/yr, 0.5-0.6 mg/day 3-4 times/wk;  

> 1 acute attack/yr, 0.5-0.6 mg/daily up to 1.5-1.8 mg/day 

藥品外觀 粉紅色圓錠 印有 SK300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急性或預防痛風 

懷孕哺乳 D 

禁忌 
1.嚴重的腎，胃腸，心臟，或肝的疾病。 

2.對 Colchicine 過敏患者禁止使用 

注意事項 

1.服藥期間避免喝酒。因為同時服用容易造成腸胃道不舒服的情形，

並且可能會增加血中尿酸的濃度及減低藥物療效。 

2.中毒症狀有：胃部、喉嚨或皮膚有燒灼感、嚴重腹瀉或血便、噁心、

嘔吐、不明原因的發燒或嚴重的肌肉無力。當懷疑藥品服用過量時，

請務必與醫師聯絡並儘速就醫。 



 

醫令代碼 OCON 

藥品名稱 CONCOR(Bisoprolol)5mg 百適歐膜衣錠 

成分含量 BISOPROLOL FUMA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疲倦,腳痛,噁心,頭痛 

用藥指示 
 通常成人劑量 1 天一次，每次 5～10 公絲。最大推薦劑量為 1 天 20

公絲 

藥品外觀 黃色心形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狹心症、高血壓、穩定型慢性中度至重度心衰竭。 

懷孕哺乳 C 級：應該只有在判斷對於胎兒利大於弊的情況下使用 

禁忌 
在治療前顯著的心跳過慢或收縮壓低於 100mmHg。支氣管氣喘或阻

塞性肺疾病。 

注意事項 
1.勿自行停藥  

2.服藥後，請小心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醫令代碼 OCONS 

藥品名稱 CONSLIFE SUGAR COATED TABLETS 秘福糖衣錠 

成分含量 
BISACODYL, DIOCTYL SODIUM SULFOSUCCINATE(AEROSOL OT), 

SENNOSIDE 

用法用量 每晚睡前半小時一次 

藥品分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長期使用會造成電解質不平衡與水分缺乏 

用藥指示 

孕婦及授乳婦不建議自行使用 

通常成一次 2~3 錠，一天一次於睡前服用。6 歲以上未滿 12 歲每次

2 錠。6 歲以下兒童，請洽醫師。 

藥品外觀 綠藍色糖衣錠 

用途 糖衣錠 

適應症狀 
便秘及綏和便秘所伴生之下列諸症狀：腹部膨滿、腸內異常發酵、

食慾不振 

懷孕哺乳 孕婦及授乳婦不建議自行使用 

禁忌 
禁止用於胃腸道阻塞、腹痛、嘔吐、噁心之患者。如有盲腸炎或有

盲腸炎症狀，直腸出血，糞便阻塞及腸阻塞時不得使用本品。 

注意事項 

本品要整粒吞服，且服用前、後 1 小時內不可喝牛奶或服用制酸劑。

長期或過度使用瀉劑可能造成電解質失調及依藥性，一旦排便恢復

正常便應停藥。本品空腹服用時，作用較快。睡前與點心一起服用，

則輕瀉效果在第二天早上出現。 

 

醫令代碼 OCOR 

藥品名稱 CORTISONE ACETATE 25Mg 乙酸可體松錠 

成分含量 CORTISONE ACET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腎上腺素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水腫(月亮臉,水牛肩) 

用藥指示 1.類風濕性關節炎之劑量：每 24 小時內給 100mg，連用二星期或至



療效出現為止，然後逐漸減低劑量，每次減 5mg 或更多些，一直提

截至最小合適之維持劑量，（最理想者為每日使用 50～75mg.或低於

此量）。2.急性風濕熱之劑量：第一天給 400mg.分成數次服用，以

後每天 200mg.也分成數次服用，直至療效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印有 PLt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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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孕哺乳 D 

禁忌  

注意事項 

1.結核病、活動性、消化性潰瘍患者應禁用。  

2.需控制血糖過高。故高血壓、糖尿病患者服用應多加注意。  

3.限制鈉鹽之攝取、矯正低血鉀症。 

 

醫令代碼 OCOS 

藥品名稱 Cospanon 40mg 可使保朗膠囊 

成分含量 FLOPROPIO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平滑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心灼熱感 

用藥指示 
通常成人一次口服 1-2 粒(40-80mg)的 Flopropione，一日三次，飯後使

用。 

藥品外觀 紅黃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緩解膽道疾病（膽石症、膽囊炎、膽管炎、膽割除後遺症等）所引

起的痙攣性症狀、緩解胰臟炎所引起的痙攣性症狀 

懷孕哺乳 C 級:應該只有在判斷對於胎兒利大於弊的情況下使用 

禁忌 孕婦、授乳婦、兒童 

注意事項 若有過敏症(發疹)發生時，應停止預用藥。 



 

醫令代碼 OCOU1 

藥品名稱 ORFARI 歐服寧 5mg 

成分含量 WARFARIN SOD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血栓溶解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喉嚨痛,嘴痛,(若有咳血.血便.牙齦出血請立即就醫) 

用藥指示 
起始劑量:每日 10~15mg,服用 3 至 4 天後,依 PT 調整劑量.維持劑量:

每 2~15mg,依 PT 調整劑量. 

藥品外觀 粉紅圓錠 印有 ORN18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1.預防及/或治療靜脈栓塞症及其相關疾病，以及肺栓塞。  

2.預防或治療因心房纖維顫動及/或更換心臟瓣膜引起之血栓性栓塞

症。 

懷孕哺乳 D 級:對胎兒有危險性 

禁忌 

患有嚴重肝臟或腎臟疾病.實際或潛在性出血情況.嚴重高血壓.心內

膜炎.腸胃道及尿道潰瘍.內臟腫瘤.神經外科,及最近曾經接受眼部.腦

部或脊髓手術者不應使用本品. 

注意事項  接受任何手術或拔牙前，請告知醫師正在服用本藥。 

 

醫令代碼 OCOV 

藥品名稱 COVINA 2MG 康樂娜 

成分含量 
ESTRADIOL, NORETHINDRONE ACETATE (NORETHISTERONE 

ACET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女性激素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脹,頭暈,頭痛,水腫,乳房疼痛, 

用藥指示 女性荷爾蒙補充劑 

藥品外觀 白色錠劑印有 SYG,281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雌性激素缺乏症、包括避免骨質流失。 

懷孕哺乳 D 級：對胎兒有危險性 

禁忌 用藥期間請勿吸菸。 

注意事項 出現黃疸、偏頭痛樣頭痛、視覺模糊、血壓增加需立即停用 

 

醫令代碼 OCOX 

藥品名稱 Coxine CR 60MG 冠欣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成分含量 
ISOSORBIDE-5-MONONITRATE ( AS DILUTED 

ISOSORBIDE-5-MONONITRATE 80%.....75mg)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血管擴張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暈眩，噁心 

用藥指示 不可與威而剛一起服用 

藥品外觀 黃色橢圓形錠印有 S C 字樣 

用途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適應症狀 預防狹心症發作 



懷孕哺乳  

禁忌 
嚴重貧血、顯著的低血壓、顱內壓增加、腦溢血及心肌梗塞之急性

期患者禁用 

注意事項 
1.剛開始使用本藥品時，應避免駕駛或操作機械。  

2.突然停藥可能會引起胸痛，請勿擅自停藥。  

 

醫令代碼 OCOZ 

藥品名稱 Lostan(Losartan)50mg 樂適坦膜衣錠(台廠)  

成分含量 LOSARTAN POTASS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無力、疲倦、頭暈、低血壓、高血鉀症。 

用藥指示 

高血壓、治療第Ⅱ型糖尿病腎病變:每次 50-100 mg，每日一次。 

對血管內體液缺乏(intravascularly volume-depleted)之患者(如以高劑量

利尿劑治療者)，其起始劑量需考慮改用每次 25 mg，每日一次。 

藥品外觀 白色錠劑,其中一面刻有 SYN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壓、治療第Ⅱ型糖尿病腎病變 

懷孕哺乳 D 

禁忌 

本品禁用於對本項產品任何組成過敏者 

合併使用本品及含 aliskiren 成分藥品於糖尿病患或腎功能不全患者

(GFR<60ml/min/1.73m2)�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COZ1 

藥品名稱 COZAAR 100mg(Losartan) 可悅您膜衣錠 

成分含量 LOSARTAN POTASS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頭暈,睡眠障礙,肌肉或關節痛 

用藥指示 

投與 Losartan 治療高血壓患者，初劑量為每天 50mg，患者若併用利

尿劑或肝功能異常者，劑量應減為 25mg。多數患者可能需要投與每

天 50～100mg 的劑量，假若高血壓患者投與上述劑量尚不能有效控

制血壓，另外給予患者 12.5mg hydrochlorothiazide 的利尿劑，能幫助

血壓的有效控制。 

藥品外觀 白色長形錠劑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壓、治療第 II 型糖尿病腎病變。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對本品過敏者。 

合併使用本品及含 aliskiren 成分藥品於糖尿病患或腎功能不全患者 

(GFR < 60 ml/min/1.73 m2)。 

注意事項 

1.血管水腫(angioedema)會發生在投與血管加壓素轉化酶抑制劑

(ACEI)患者，但是沒有報告投與本品也會發生此副作用，除了有時

會增加患者血清中氨基轉移酵素活性(serum aminotransferase activity)

外，並沒有造成患者其他血清檢查值的不正常。 

2.投與本品患者可能發生血清中鉀離子提高的副作用，但是沒有很嚴

重高血鉀現象到必須停藥的報告出來。 

3.本品不能投與妊振婦女，因為可能會影響妊振婦女體內腎素─血管

加壓素系統(renin-angiotensin system)因而造成胎兒或新生兒的死亡或

傷害。(本品的孕婦用藥安全等級在懷孕第一期屬 C 級，在懷孕第二

期及第三期屬 D 級)。 

 

醫令代碼 OCOZA 

藥品名稱 cozaar(Losartan)50mg 可悅您(原廠) 



成分含量 LOSARTAN POTASS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頭暈、睡眠障礙、肌肉或關節痛 

用藥指示 若發生低血壓，應立即停藥就醫。 

藥品外觀 白色長形錠劑印有 952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壓，治療第 II 型糖尿病腎病變。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對本品過敏者。 

合併使用本品及含 aliskiren 成分藥品於糖尿病患或腎功能不全患者 

(GFR < 60 ml/min/1.73 m2)。 

注意事項 

1.血管水腫(angioedema)會發生在投與血管加壓素轉化酶抑制劑

(ACEI)患者，但是沒有報告投與本品也會發生此副作用，除了有時

會增加患者血清中氨基轉移酵素活性(serum aminotransferase activity)

外，並沒有造成患者其他血清檢查值的不正常。 

2.投與本品患者可能發生血清中鉀離子提高的副作用，但是沒有很嚴

重高血鉀現象到必須停藥的報告出來。 

3.本品不能投與妊振婦女，因為可能會影響妊振婦女體內腎素─血管

加壓素系統(renin-angiotensin system)因而造成胎兒或新生兒的死亡或

傷害。(本品的孕婦用藥安全等級在懷孕第一期屬 C 級，在懷孕第二

期及第三期屬 D 級)。 

 

醫令代碼 OCRA 

藥品名稱 CRAVIT 500mg(LEVOFLOXACIN) 佐淨菌膜衣錠 

成分含量 LEVOFLOXACIN HEMIHYDRATE 

用法用量 每八小時一次 



藥品分類 抗生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瀉,腹痛或腹部不適 

用藥指示 噁心,嘔吐,腹瀉,腹痛或腹部不適 

藥品外觀 橢圓形.粉紅色.膜衣錠 刻有 CCP/147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治療成人因對 Levofloxacin 有感受性的致病菌所引起之下列感染：急

性鼻竇炎、慢性支氣管炎的急性惡化、社區性肺炎、複雜性泌尿道

感染(包括：腎盂腎炎)、皮膚和軟組織感染。 

懷孕哺乳 C 

禁忌 孕婦、授乳婦女及 18 歲以下之兒童禁用。 

注意事項 

1.請勿自行停藥。  

2.本品會影響某些降血糖藥作用，建請糖尿病友更密切監測血糖值。  

3.本品具光敏感性。 

 

醫令代碼 OCRE 

藥品名稱 Roty (ROSUVASTATIN 10mg)諾脂替膜衣錠(台廠) 

成分含量 ROSUVASTATIN CALC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且藥理治療作用未確立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1.輕度至中度腎功能不全患者無須調整劑量。對於有重度腎功能不全

(CLcr<30 ml/min/1.73m2)而未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Rosuvastatin 應以

5mg 每天一次開始治療，不可超過 10mg 每天一次。 2.Rosuvastatin

禁用於有活動性肝疾病之病患，有不明原因之血清氨基轉移酵素

(hepatic transaminase)持續上升的情形。如果 ALT 或 AST 持續 



超過 UTN 之 3 倍以上，則建議降低劑量或停藥。Rosuvastatin 應慎用

於大量飲酒及/或曾經罹患肝病的病患。 

藥品外觀 橘色圓錠印有 CCP173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膽固醇血症、高三酸甘油酯血症。 

懷孕哺乳  

禁忌 

1.對本品過敏者 。 

2.嚴重腎功能不全患者。 

3.肌病患者。 

4.同時使用 Cyclosporin 的患者。 

5.孕婦授乳婦或有生育能力而未確實避孕的患者。 

注意事項 
如果出現不明原因的肌肉疼痛、壓痛或肌肉無力，尤其是伴有全身

不適或發燒現象，就應立即通報醫師。 

 

醫令代碼 OCRES 

藥品名稱 Crestor (ROSUVASTATIN 10mg) 冠脂妥膜衣錠(原廠) 

成分含量 ROSUVASTATIN CALC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且藥理治療作用未確立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建議起使劑量 10MG 口服每日一次。 

需要時可於四週後將劑量調高至 20MG。 

每日最高劑量為 20MG。 

藥品外觀 圓形橘紅色膜衣錠，刻有 ZD4522/10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膽固醇血症、高三酸甘油酯血症。 

懷孕哺乳 

X 級： 

不論是動物或人體的研究試驗中均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

且此藥物對懷孕婦女所產生的效益很低，則此藥對妊娠婦女或可能

懷孕的婦女為禁忌使用。 

禁忌 

1.對本品過敏者 。 

2.嚴重腎功能不全患者。 

3.肌病患者。 



4.同時使用 Cyclosporin 的患者。 

5.孕婦授乳婦或有生育能力而未確實避孕的患者。 

注意事項 

1.對腎臟的影響:暫時或間歇性的蛋白尿。 

2.對骨骼肌的影響:無併發症的肌痛或橫紋肌溶解。 

3.對肝臟的影響:用於大量飲酒或曾經肝疾患的病人應小心。 

 

醫令代碼 ODEC 

藥品名稱 Decadron 0.5mg(Dexamethasone) 迪可朗錠 

成分含量 DEXAMETHASO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腎上腺素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水腫(月亮臉,水牛肩)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黃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風濕性肌炎、風濕性關節炎、支氣管氣喘、過敏性疾病。 

懷孕哺乳 C 

禁忌 
併有消化性潰瘍，糖尿病，精神病或高血壓患者，使用本品，應加

注意。 

注意事項 本品有浮腫、心臟障碍、血壓上昇等副作用。 

 

醫令代碼 ODES 

藥品名稱 DESTONE 540Mg(potassium citrate) 去石寧錠 

成分含量 POTASSIUM CITRATE MONOHYD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鹼化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瀉,高血鉀 



用藥指示 

1. 應配合食鹽攝取的限制及攝取足量的液體(使每日的尿量至少有 2

公升)，並分析收集 24 小時內尿液的檸檬酸鹽及尿液的 pH 值，以評

估是否需要調整劑量。每 4 個月再做一次例行的監測，希望達到尿

中檸檬酸鹽的量為大於 320mg/日，並儘可能接近 640mg/日，以及尿

液的 pH 值為 8.0~7.0。  

2. 嚴重低檸檬酸尿(每日尿中的檸檬酸鹽＜150mg)，起始劑量 60mEq/

日，分成三或四次，於用餐時或用餐後 30 分鐘內，及睡前點心時取

服。 

3. 輕~中等低檸檬酸尿(每日尿中的檸檬酸鹽＞150mg)，起始劑量

30mEq/日，分成三次，於用餐時或用餐後 30 分鐘內取服。 

藥品外觀 乳白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腎結石治療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高鉀血、消化性潰瘍、尿道感染、腎功能不足。 

注意事項 

1.每 4 個月應監測血中的電解質(鈉、鉀、氯、二氧化碳)與肌氨酸酐

(creatinine)含量，以及 compound blood count。如果有 potassium、

creatinine 明顯提高或 hematocit、hemoglobin 明顯下降的現象，則應立

即停藥。  

2.如果發生嚴重的嘔吐、腹痛或胃腸出血，應立即停藥並調查是否為

腸穿孔或腸阻塞。 

 

醫令代碼 ODEPO 

藥品名稱 Dipachro film coated 500mg(Valproate) 帝帕克持續藥效膜衣錠 

成分含量 VALPROIC ACID, VALPROATE SODIUM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抗痙欒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 睏倦.嘔吐,噁心 



用藥指示 

1.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2.本品適用於成人及體重超過 17 公斤之孩童，視需要依主成分劑量

計算，需嚴格遵守醫師處方，劑量約為每天 20～30mg/kg，分一到二

次服用。 

3.沒有服用其它抗癲癇藥物的病人，每隔 2 至 3 天逐次增加 Sodium 

Valproate 的劑量，以期在一星期內達到最適當的劑量。 

若要以 Sodium Valproate 取代原先服用的其他抗癲癇藥物時，

4.Sodium Valproate 應先以漸進方式逐漸增加，在二星期內增加至適

當劑量，而原先的藥物在此二個星期內慢慢減量，直至完全停用。 

若有必要加入其他抗癲癇藥物來治療時，亦應逐步地調整。 

藥品外觀 長橢圓形.白色.膜衣錠 

用途 持續釋放膜衣錠 

適應症狀 癲癇之大發作、小發作、混合性及顳葉癲癇、躁病。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急、慢性肝炎患者及有嚴重肝炎家史者，特別是藥物引起的肝炎。 

對 Sodium Valproate 過敏者。 

注意事項 

在接受 Sodium Valproate 治療前應先做肝功能測試，並在治療期前六

個月內做定期監測，特別是高危險群的病人。 

因為大部份抗癲癇藥物具有誘導肝臟酵素增加的作用，所以要注意

Sodium Valproate 和其他抗癲癇藥物之合用，特別是在治療初期階

段，這些酵素是單獨、暫時性之增生，沒有任何臨床徵兆。這些病

人應建議其做進一步的生化檢測 (包括凝血速率），給予適當之劑量

調整及重複之生化檢驗。 

三歲以下的孩童若接受 Sodium Valproate 治療，則建議採單一治療方

式，但要注意病人是否為肝功能異常之高危險群，除非必要，否則

並不建議使用 Sodium Valproate 治療，基於其肝毒性，應避免同時服

用水楊酸類藥物(salicylates)。 

治療、接受手術之前以及自發性出血時建議做血液檢驗(包括血球

數、血小板數、凝血時間和凝血試驗）。 

腎功能不全之病人，則要減低劑量，以防止 Valproic Acid 血中濃度

的增加。 

雖然在使用 Sodium Valproate 期間不必特別注意免疫功能的異常，但

患有紅斑性狼瘡的病人，除非必要，否則不建議使用 Sodium Valproate

治療。 

已有少數導致胰臟炎的報告，因此，曾有急性腹痛的病人，做手術

前，則應做血中 amylase 的檢測。 

 

醫令代碼 ODIA 



藥品名稱 Diamicron[DM](Gliclazide)80MG 代蜜錠 

成分含量 GLICLAZ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磺基尿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味覺改變,腹瀉或便秘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若有低血糖症狀.應立即食用含糖飲料) 

每天早餐時服用 1-4 錠，即每天 30 至 120mg，一次服用。 

藥品外觀 圓形.白色.錠劑 印有 ST 295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治療第二型糖尿病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1.對 Gliclazide 或本品其他成分，對 sulphonylureas 或 sulphonamides

類藥物過敏者。 

2.第一型糖尿病患。  

3.酮酸中毒、糖尿病昏迷前期及昏迷。 

4.嚴重性腎臟或肝臟功能異常：此類病人應考慮投與胰島素。 

注意事項 
建議監測 glycated haemoglobin 糖化血色素值（或空腹血糖值），用

於評估血糖濃度狀況。病人最好也能自行進行血糖的監測。 

 

醫令代碼 ODIBE 

藥品名稱 Limy10mg(phenoxybenzamine) 利脈膠囊 

成分含量 PHENOXYBENZAM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抗交感神經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姿態性低血壓,嗜睡,疲勞 

用藥指示 

一般劑量為每天二次，每次10mg。而對於神經性膀胱或攝護腺腫大

造成之尿滯留，亦是每 

天二次，每次10mg。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藥品外觀 紅-白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周邊循環障礙、雷諾氏病、凍瘡、手足發紺、慢性肢端潰瘍、糖尿

病性壞疽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於鬱血性心不全，冠狀動脈或腦血管循環障礙及腎功能不全的病

人應小心使用。 

注意事項 

Phenoxybenzamine 會加重呼吸道感染的症狀，併服其他藥物時，如

Adrenaline，因同時刺激及受體而增加 Phenoxybenzamine 的心搏過速

及低血壓之副作用。 

 

醫令代碼 ODIF 

藥品名稱 DIFLUCAN (Fluconazole) 150mg 膚康膠囊 

成分含量 FLUCONAZOL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生素-抗黴菌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便秘,下痢,頭痛 ,暈眩 

用藥指示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本品之日劑量應依照黴菌感染的類型及嚴

重性調整。大多數的陰道及念珠菌感染單劑量治療即有效。 

其他類型之黴菌感染須依臨床反應或實驗診斷來判斷是否繼續用

藥。AIDS 病人囊球菌腦膜炎及復發性口咽部念珠菌感染須持續治療



以防復發。 

藥品外觀 膠囊,白色.印有 FLU-150 字樣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念珠菌局部或全身感染，囊球菌感染，預防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病

人的黴菌感染。 

懷孕哺乳 C 

禁忌 不適當之療程會導致復發。 

注意事項 本藥會降低避孕藥的效果 

 

醫令代碼 ODIG 

藥品名稱 Digoxin 0.25mg 隆我心錠 

成分含量 DIGOXI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暈眩,視力模糊,心博動不規則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有噁心.嘔吐.視力模糊,心博動不規則停藥就醫 

1.毛地黃著效劑量：口服：成人：迅速的─開始時 0.5～0.75mg，接

著每 6～8 小時 1 次，每次 0.25～0.5mg，直到總劑量為 1～1.5mg，

緩慢的─每天 0.125～0.25mg，連續 7 天。孩童：新生兒─每公斤 40

～60mcg；1 個月至 2 歲者每公斤 60mcg。 

2.維持劑量：口服/靜注：成人─每天 0.125-0.5mg(平均劑量每天

0.25mg)。小孩─為毛地黃著效劑量的 20%-30%。 

3.注射劑量約為口服劑量的 80%。靜脈投藥為最佳方式。肌肉注射並

無優點，反而會引起注射部位疼痛。注射劑不稀釋或以注射用水、

生理食塩水、5%葡萄糖溶液、lactated Ringer's 溶液稀釋 4 倍後，注

射時間至少 5 分鐘以上。稀釋倍數不足時會引起沉澱。稀釋後要立

即使用。 

藥品外觀 圓形.白色.錠劑 印有 DO25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心臟衰弱症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心室纖維顫動、心室博動過速、毛地黃中毒、壞血性心臟疾病(beriberi 

heart disease)、對 digoxin 過敏、某些過敏性頸動脈竇症候群。 

注意事項 

1.老年人：Digoxin 主要由腎臟排泄，老年人的腎功能衰弱，因此可

能需要減少維持劑量。 

2.生體相等性：雖然新上市的藥品應將生體可用率的差異降至最低，

但在更換廠牌或使用不同劑型時應特別小心監測臨床反應。 

3.毛地黃中毒症狀包括厭食、噁心、嘔吐、腹瀉或視力紊亂，宜小心。 

 

醫令代碼 ODIL 

藥品名稱 carlatrend 6.25mg(carvedilol) 卡心平錠 

成分含量 CARVEDILO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 腹瀉.暈眩.頭痛.視力異常   

用藥指示 

本態性高血壓：建議一天一次。 

 

成人：開始治療前兩天 12.5 mg，一天一次，之後建議劑量為 25 mg，

一天一次。必要時，接著以至少兩周之間隔，將劑量增加至每日最

大建議劑量 50mg，一天一次或分次服用 ( 一天兩次 ) 。 

藥品外觀 圓形.土黃色.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鬱血性心臟衰竭 

懷孕哺乳  

禁忌 懷孕婦女禁用；不可自行突然停藥,請依醫師指示服用 

注意事項 服藥期間開車、從事須精神專注之工作或操作危險器械須小心 

 

醫令代碼 ODILA 

藥品名稱 Carvedilol 25mg 壓落保錠(台廠) 

成分含量 CARVEDILOL 

用法用量 心臟用藥 



藥品分類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腹瀉.暈眩.頭痛.視力異常 

用藥指示 

本態性高血壓：開始治療前兩天的建議劑量為 12.5 公絲，一天一次。

之後，建議劑量為 25 公絲，一天一次。必要時，接著以至少兩週之

間隔，將劑量增加至每日最大建議劑量 50 公絲，一天一次或分次服

用（一天兩次）。 

有症狀、穩定、慢性之心臟衰竭：必須調整劑量以適合個別病患，

且於增加劑量期間，醫師必須小心監視病患反應。對巳接受 digitalis、

利尿劑和 ACE 抑制劑治療的病患，開始給予 Carvedilol 治療前，應

先固定其劑量。起始治療的建議劑量為 3.125 公絲，一天兩次，為期

2 週。如果病患可忍受此劑量，可接著將劑量以至少兩週之間隔增加

為 6.25 公絲、12.5 公絲和 25 公絲，一天兩次，劑量應調整到病患能

忍受的最大劑量。有嚴重心臟衰竭的所有病人和有輕度至中度心臟

衰竭及體重低於 85 公斤(187 磅)的病人最大建議劑量為 25 公絲，一

天兩次，有輕度或中度心臟衰竭及體重高於 85 公斤的病人最大建議

劑量為 50 公絲，一天兩次。 

藥品外觀 圓形.白色.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鬱血性心臟衰竭。 

懷孕哺乳  

禁忌 不應突然停止治療 

注意事項 
服用 Carvedilol 需長期性的治療。不應突然停止治療而應以星期為間

隔逐漸減少治療，此對併有冠狀心臟疾病的病人尤其重要。 

 

醫令代碼 ODILAN 

藥品名稱 DILANTIN(Phenyltoin sodium)100mg 癲能停 

成分含量 PHENYTOIN SOD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妥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睏倦.頭暈.噁心.嘔吐或牙齦紅腫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勿與酒精性飲料併服 

口服：成人─開始時每天 3 次，每次 100mg，一般劑量範圍為每天

300～400mg。孩童─開始時每天 5mg/kg，分 2～3 次投與 。 

藥品外觀 膠囊 .橘 -白色.印有 P-D100Y 字樣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大發作及局部發作形癲癇，預防及治療神經外科手術所引起之癲癇

發作。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對 Phenytoin 或其他 hydantoins 類過敏的病人。 

注意事項 

1. 依血中濃度調整劑量，使之維持於 10-20μg/ml。 

2. 初填劑量：若需快速達到穏定狀態血中濃度，卻不適直靜脈注射

時，可使用初填劑量，但應於可以監測血中濃度的醫療院所使用。

有肝、腎疾病史者不可接受口服初填劑量療法。最初每隔 2 小時以

400mg，300mg，300mg 的劑量分３次給藥(總量 1g)，24 小時後再開

始一般維持劑量，並經常監測血中濃度。 

3. 服用本品的患者不宜開車或從事危險性的工作。 

4. 本品會降低避孕藥的效果，宜採用其他避孕方法。 

 

醫令代碼 ODILAT 

藥品名稱 Dilatrend 羅氏(Carvedilol)25mg 達利全錠(原廠) 

成分含量 CARVEDILOL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腹瀉.暈眩.頭痛.視力異常 

用藥指示 

1.治療的期間︰服用 Carvedilol 需長期性的治療。不應突然停止治療

而應以星期為間隔逐漸減少治療，此對併有冠狀心臟疾病的病人尤

其重要。 

2.本態性高血壓︰開始治療前兩天的建議劑量為 12.5 公絲，一天一

次。之後，建議劑量為 25 公絲，一天一次。必要時，接著以至少兩

週之間隔，將劑量增加至每日最大建議劑量 50 公絲，一天一次或分

次服用(一天兩次)。 

3.有症狀、穩定、慢性之心臟衰竭︰必須調整劑量以適合個別病患，

且於增加劑量期間，醫師必須小心監視病患反應。對已接受 digitalis、

利尿劑和 ACE 抑制劑治療的病患，開始給予 Dilatrend®治療前，應

先固定其劑量。起始治療的建議劑量為 3.125 公絲，一天兩次，為期

2 週。如果病患可忍受此劑量，可接著將劑量以至少兩週之間隔增加

為 6.25 公絲、12.5 公絲和 25 公絲，一天兩次。劑量應調整到病患能

忍受的最大劑量。 

4.有嚴重心臟衰竭的所有病人和有輕度至中度心臟衰竭及體重低於

85 公斤(187 磅)的病人最大建議劑量為 25 公絲，一天兩次。有輕度

或中度心臟衰竭及體重高於 85 公斤的病人最大建議劑量為 50 公

絲，一天兩次。每次增加劑量前，醫師應評估病患血管擴張或心臟

衰竭惡化的症狀。心臟衰竭或體液滯留的短暫惡化應以增加利尿劑

的劑量來治療，偶而可能必須降低 Dilatrend®的劑量，及少數案例暫

時停止 Dilatrend®的治療。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鬱血性心臟衰竭。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需要靜注 inotropic 藥物的代償性心衰竭，患呼吸道收縮疾病者(如支

氣管性氣喘、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過敏性鼻炎、喉膜腫大，因

心臟衰竭而引起之肺部疾病(肺性心臟病)，一些心臟上不正常的搏動

和傳導(竇結徵候群、竇房阻塞、第二及第三度心房心室阻塞)，心跳

太慢(每一分鐘跳動低於五十五次)、休克、心肌梗塞之併發症，嚴重

的肝功能不良。 

注意事項 
1. 本品會加強其他降血壓藥品之效果。 

2. Clonidine 應在服用本品數日前逐量停止。 



3. 本品與鈣離子管道阻斷劑或與其它抗心律不整藥物同時服用時，

應小心監視血壓和心電圖，因為有血壓突然下降、心跳緩慢

(bradycardia)或心臟其他節律受干擾之可能。 

4. 本品與強心配醣體(Cardiac glycosides)同時服用時，可能心跳突然

緩慢，並且心臟的刺激傳導可能延誤。 

5. 本品會強化胰島素和口服降血糖藥物的效用。血糖過低之徵兆

(hypoglycaemia)可能被隱瞞或轉弱(尤其是心跳加快的徵兆)。因此糖

尿病患者必需監視血糖濃度。 

 

醫令代碼 ODIO 

藥品名稱 DIOVAN (Valsatan)80mg 得安穩 

成分含量 VALSARTAN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頭痛,睡眠障礙,肌肉或關節痛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 

本品建議使用劑量為(每天一次，每次 80mg)，不論種族、年齡、性

別。開始治療後在兩週內即可見到實質的降壓療效，而在用藥 4 個

星期後可發揮最大療效。對血壓無法充分控制的病人，則可增加劑

量至每日 160mg，或是可併用利尿劑。對於腎功能不全病人，不需

要考慮調整劑量；對於膽道阻塞併膽汁鬱滯導致肝功能不全之病

人，應考慮調整劑量。本品可與其他抗高血壓藥一起使用。 

藥品外觀 淡紅色錠劑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治療成人和 6-18 歲的兒童或青少年高血壓、心衰竭(NYHA 二到四

級)、心肌梗塞後左心室功能異常。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已知對本品過敏者及孕婦 

注意事項 1.鈉離子及/或體液缺乏之病人：嚴重鈉離子或體液缺乏者，例如已



服用高劑量利尿劑之病人，在剛開始接受本品治療時，少數嚴重鈉

離子或體液缺乏(例如已服用高劑量利尿劑之病人)會產生症狀性之

低血壓，因此接受本品治療前應先矯正鈉離子或體液缺乏情形。例

如可減低利尿劑使用劑量，若發生低血壓時應使病人仰臥，並視需

要可靜脈輸注生理食鹽水，在擴充體液使血壓穩定後可繼續接受本

品治療 

2.動脈狹窄：對 12 位患有由單邊腎動脈狹窄造成的腎性高血壓之病

人短期投予本品後，對病人之腎血流動力情況、血清 creatinine 值或

血中尿素氮值(BUN)皆無明顯改變。然而，由於對於患有單邊或雙邊

腎動脈狹窄的病人來說，服用其他會影響腎素、血管張力素、醛類

脂醇生化系統的藥品，可能會引起血清 creatinine 值或血中尿素氮值

(BUN)增加，故建議對此類病人應做監測。 

3.腎功能不全：對腎功能不全病人不需要調整劑量。然而重度腎功能

不全者(creatinine clearance<10ml/min)則尚未有證據證實其使用之安

全性，故此類病人使用本品需謹慎。 

4.肝功能不全：本品絕大部分會以原型藥由膽汁中排泄，因此，有膽

道障礙的病人使用本品會發現有較低的 valsartan 廓清率，故此類病

人使用本品需相當謹慎。 

5.本品的孕婦用藥安全等級在懷孕第一期屬 C 級，在懷孕第二期及

第三期屬 D 級。 

 

醫令代碼 ODIO1 

藥品名稱 CO-DIOVAN F.C 80 / 12.5MG 可得安穩 

成分含量 
VALSARTAN, HYDROCHLOROTHIAZIDE (EQ TO 

3,4-DIHYDROCHLOROTHIAZ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頭痛,睡眠障礙,肌肉或關節痛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 

本品的建議劑量為一天一粒膜衣錠(即 80 毫克的 valsartan 和 12.5 毫

克的 hydrochlorothiazide)。於 2～4 星期之內可達最大的降血壓效果。

輕微至中度腎功能不全(肌酐酸清除率>30 毫克/分鐘)的病患不需調



整劑量。非膽引起的或無膽汁鬱積之輕至中度肝功能不全的病患亦

不需調整劑量。 

藥品外觀 淡橘色橢圓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單一療法無法控制的高血壓，做為第二線用藥。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1.對本品中任一成分有過敏反應。 

2.懷孕。 

3.嚴重的肝功能不全，膽囊性肝硬化及膽汁鬱積。 

4.無尿，嚴重腎功能不全(肌酐酸清除率<30 毫升/分鐘)。 

5.無法治療之低血鉀、低血鈉、高血鈣及全身性高尿酸血症。 

注意事項 

1.對嚴重鈉離子及/或體液虧欠，如正在服用高劑量的利尿劑的病

患，有極少數的病例在開始本品治療之後可能發生症狀性的低血

壓。必須在開始使用本品之前將納離子及/或體液虧欠的情形加以矯

正。若發生低血壓，則應將病患平躺，且在需要時給予靜脈滴注生

理食鹽水。在血壓穩定後在繼續治療。 

2.本品使用在單側或兩側腎動脈狹窄或單側腎動脈狹窄的病患之安

全性尚未確立。 

3.腎功能不全(肌酐酸清除率>30 毫升/分鐘)的病患不需要調整劑量。 

4.無膽汁鬱積之輕至中度肝功能不全的病患在使用本品時應加以注

意。無膽汁鬱積之輕至中度肝功能不全的病患不需調整劑量，此藥

物組合之建議劑量即 80 毫克的 valsartan 對這些病患病不過量，且肝

臟疾病並不會明顯改變 hydrochlorothiazide 之藥物動力學。 

5.曾有報告指出 thiazide 利尿劑會加速或活化全身性紅斑性狼瘡。 

6. Thiazide 利尿劑可能會改變葡萄糖的耐受性並提高血中膽固醇、三

酸甘油脂，以及尿酸濃度。 

 

醫令代碼 ODIT 

藥品名稱 Ditropan 5mg(oxybutycin chloride)我喜滿錠 

成分含量 OXYBUTYNIN CHLORIDE (EQ TO OXIBUTININA HCL )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泌尿道平滑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心悸,口乾,噁心,思睡 

用藥指示 服用本藥可能產生嗜睡,請小心開車或操作機械 

藥品外觀 藍色圓形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因膀胱神經之控制不適所伴隨排尿諸症之緩解。 

懷孕哺乳 C 

禁忌 老年人，自助神經病變者，肝或腎疾患者須小心使用。  

注意事項 

2.使用本品會加重下列症狀:甲狀腺機能亢進、冠狀心臟疾病、充血

性心衰竭、心律不整、裂孔赫尼亞、心搏過速、高血壓、前列腺肥

大。  

3.患有潰瘍性結腸炎的患者，服用本品可能會因抑制腸道的蠕動而導

致迴腸麻痺，進而促或加重其嚴重併發症-毒性巨結腸之發生。  

4.本品對已懷孕或可能懷孕之婦女，其安全性尚未建立，故若非經醫

師評估，其臨床效用確實大於可能發生之傷害者，本品不建議使用。 

5.本品是否會分泌於乳汁中尚未得知。因許多藥物均會分秘乳汁中，

故授乳婦女須小心使用。  

6.5 歲以下小孩不建議使用。 

 

醫令代碼 ODOG 

藥品名稱 Sulpi capsules 50mg(Sulpiride) 速必膠囊 

成分含量 SULPI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精神病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或思睡 

用藥指示 請遵從醫囑使用 

藥品外觀 白-綠色膠囊，印有文字 winston 30112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精神病狀態、消化性潰瘍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DOG4 

藥品名稱 DOGMATYL 200MG(sulpride)舒復寧錠 

成分含量 SULPI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精神病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口乾，噁心，便秘 

用藥指示 

1.精神分裂病： 

通常成人 1 日 300~600mg，分次口服。但可以依年齡、症狀做適宜

的增減。每日最高劑量為 1200mg。 

2.憂鬱病、憂鬱狀態： 

通常成人 1 日 150~300mg，分次口服。但可以依年齡、症狀做適宜

的增減。每日最高劑量為 600mg。 

3.胃、十二指腸潰瘍：通常成人一日 150mg，分 3 次口服，並依病

情酌量增減。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印有 S200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精神病狀態、消化性潰瘍 

懷孕哺乳  

禁忌 疑似有嗜鉻細胞瘤之患者(有引起血壓急劇上升之虞) 

注意事項 

1.下列患者應慎重給藥:小兒(易出現錐體外徑症狀，故須注意給藥，

不可過量)，老年人。 

2.給與本劑可能會出現間腦之內分泌機能調節異常，錐體外徑症狀等

的副作用，所以，給與本劑時，須充分考慮其有效性與安全後使用。 

3.給與本劑之患者,須注意勿使其從事開車等伴有危險性的機 

械操作 



4.因有止吐作用，所以可能會使腸阻塞、腦瘤等引起的嘔吐症狀變得

不明顯,故須嚴密觀察，慎重給藥。 

5.使用本藥請避免開車或操作危險機器 

 

醫令代碼 ODOX4 

藥品名稱 Xadosin SR 4mg 薩多心持續性藥效錠 

成分含量 DOXAZOSIN MESYLATE 

用法用量 每晚使用一次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若服用過量導致低血壓，應立即仰臥，將頭部放低 

用藥指示 長效型製劑，不可嚼碎、分割或磨粉 

藥品外觀 白色圓凸錠 

用途 持續性藥效錠 

適應症狀 降高血壓  攝護腺肥大 

懷孕哺乳 C 

禁忌 
使用 alpha adrenergic receptor 阻斷劑時，可能會導致姿態性低血壓、

心搏過速，故建議以低劑量開始治療。 

注意事項 
本品可能會有暈厥或姿態性低血壓效應產生，於服藥後十二小時內

或治療初期，應盡量避免開車或操作機械等危險性工作。 

 

醫令代碼 ODUL 

藥品名稱 Dulcolax (Bisacodyl) 5mg 秘瀉樂腸溶衣錠 

成分含量 BISACODYL 

用法用量 每晚使用一次 

藥品分類 瀉劑及緩瀉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絞痛 . 



用藥指示 

一日一次，睡前服用。成人 1 次 1-3 錠，12 歲以上適用成人劑量；6

歲以上未滿 12 歲，適用成人劑量之 1/2。6 歲以下，請洽醫師初次應

使用最小劑量，再視通便情況增減用量。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得剝

半或嚼碎。 

藥品外觀 橘色小圓錠 

用途 腸溶膜衣錠 

適應症狀 暫時緩解便祕、診斷及手術前清腸。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DUS 

藥品名稱 Duspatalin (Mebeverine) 100mg 肚比康 

成分含量 MEBEVER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平滑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眩暈,頭痛 

用藥指示 
服用本藥可能導致頭暈，所以可能影響駕駛及操作機器之神經運動

性技能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印有 YSP43 字樣 

用途 糖衣錠 

適應症狀 
原發性續發性結腸過敏合併症、腸憩室炎、腸憩室形成及區域性腸

炎、膽胰運動困難、胃潰瘍、消化器官炎等症。 

懷孕哺乳  

禁忌 服用本品可能會有頭暈現象，應避免開車或操作機械等危險性工作。 

注意事項 請按醫師指示定時服藥 

 

醫令代碼 ODUX 

藥品名稱 DUXETINE 30mg 萬憂停膠囊 

成分含量 DULOXETINE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優預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嗜睡、噁心、口乾、便秘、食慾不佳、多汗等 

用藥指示 
重鬱症－每日建議劑量為 30 mg 一天二次或 60 mg 一天一次。 

糖尿病週邊神經痛－每日建議劑量為 60mg 一天一次。 

藥品外觀 橢圓形 (藍色 白色各半，白色印有 CCP 877 字樣 )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重鬱症、糖尿病週邊神經痛。 

懷孕哺乳 C 

禁忌 
此藥應完整吞服，不可咀嚼、壓碎，不可將膠囊內容物與食物或液

體混合。 

注意事項 

若您有心臟病、高血壓、狹角型青光眼、肝、腎功能異常、糖尿病、

癲癇、躁症等病史，或對本藥任何成分過敏，請主動告訴您的醫師

或藥師。 服用此藥可能發生憂鬱症狀惡化或出現自殺意圖和行為。

當您覺得憂鬱症狀持續惡化或出現嚴重自殺/自殘意圖時，請立即告

知醫師。 此藥可能會使您頭昏眼花或昏昏欲睡，因此開車、操作機

械或從事需警覺性的工作應特別小心。 服用此藥期間如需服用其它

藥品時，請主動告訴您的醫師或藥師。 

 

醫令代碼 OELT 

藥品名稱 Thyroid-S 100mg 活甲錠 

成分含量 LEVOTHYROXINE SODIUM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甲狀腺製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嚴重頭痛(小孩),皮膚癢,蕁麻疹,胸痛,心跳過快 

用藥指示 用法用量請遵照使用，除特別要求外，一般建議空腹服用。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甲狀腺機能減退症。 

懷孕哺乳 A 

禁忌 患有甲狀腺毒症或對本劑所含成分過敏者禁忌使用。 

注意事項 

1.年老患者，有心肌功能不足症狀之患者，心電圖顯示患有心肌梗塞

或局部缺血者 

以及糖尿病或尿崩症患者，在用藥時應格外小心。  

2.甲狀腺素會使血糖濃度升高而可能導致正使用抗糖尿病藥物之患

者產生不穩定的 

情況。 

3.甲狀腺素可能會增加 Phenytoin 的血中濃度。 

4.與口服避孕藥併用可能導致甲狀腺素療程所需的劑量增量。 

5.甲狀腺素會增加抗凝血劑的作用，因此若為避免血內凝血原嚴重過

少及過度的出血則可能必須降低抗凝血劑的劑量。 

 

醫令代碼 OEMB 

藥品名稱 Ethambutol(Ebutol) 400mg 醫肺妥膜衣錠 

成分含量 ETHAMBUTOL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結核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食慾減退,噁心,嘔吐,胃痛 

用藥指示 

初期治療時依 15mg/kg 劑量作為每天單一劑量，再治療依 25mg/kg 

治療 60 天，再改為 15mg/kg，此藥應併用其他的抗結核藥，效果

更佳，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藥品外觀 灰色錠劑.(若視力模糊不清,發疹發癢請停藥就醫)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抗結核病 

懷孕哺乳 B 

禁忌 1.治療期間請勿自行停藥 



2.磨粉後容易吸潮 

注意事項 

1.視覺銳敏度或色彩知覺的任何改變，都要立即報告醫師。停藥和通

知病人，必須花費數週或數月才可恢復。所以服用本品每隔 3~6 個

月須作眼睛檢查。 

2.下例病人要小心使用：肝或腎功能不良，高尿酸血症或有急性痛風

病歷，和孕婦。 

3.注意本品會增加 SGPT.SGOT 的濃度和血中尿酸。  

4.服用本品 2 小時內，不可服用含鋁的胃乳或制酸劑。 

 

醫令代碼 OENC1 

藥品名稱 ACTEIN 200mg 愛克痰 

成分含量 ACETYLCYSTEINE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痰液溶解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成人每次 1 包 200mg，每日 3 次；小孩每次 1/2 包 100mg，每日 2-3

次。 

藥品外觀 單包裝，橘色粉末 

用途 內服顆粒劑 

適應症狀 減少呼吸道黏膜分泌物的粘稠性。 

懷孕哺乳 B 

禁忌 支氣管氣喘、呼吸道機能不全患者，宜小心使用。 

注意事項 

1.使用之劑量因人及因病而異，請依醫師或藥袋指示服用，勿自行增

減劑量。 

2.直接倒入口中，和水服下。 

3.偶有發疹等過敏症狀，應立即停藥。 

 

醫令代碼 OERA 

藥品名稱 ERISPAN (FLUDIAZEPAM 0.25MG) 易舒錠(管 4) 

成分含量 FLUDIAZEPAM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苯二氮平衍生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睏倦.警覺性及動作協調能力降低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4 級管制) 

成人每日 0.75mg，分 3 次口服 

藥品外觀 白色錠劑,有 751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焦慮狀態、失眠、肌肉痙攣。 

懷孕哺乳  

禁忌 急性窄角青光眼、重症肌無力症 

注意事項 勿從事駕車、操作機械 

 

醫令代碼 OEPH 

藥品名稱 Ephedrine 30MG 秀得寧錠 

成分含量 PSEUDOEPHEDR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擬交感審京興奮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心悸 

用藥指示 

成人通常劑量為每天 2〜4 次，每次 1〜2 錠。 

小孩用量，4 個月以下嬰孩，每天 4 次，每次半錠（15mg），4 個月

以上到 6 歲小孩，每天 4 次，每次一錠。 

藥品外觀 粉紅小圓錠 ST/414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鼻腔、支氣管充血之緩解。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如果您對此藥或其他藥物、食物、物質等有過敏經驗，請先告知您

的醫師。本藥須醫師處方使用。 

注意事項 高血壓患者忌用。 

 

醫令代碼 OERG 

藥品名稱 ERGOTON FILM COATED 易克痛膜衣錠 

成分含量 ERGOTAMINE TARTRATE, CAFFEIN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交感神經藥物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胃不舒服.嘔吐 

用藥指示 

建議於頭痛症狀發作時服用藥品，半小時後症狀未緩解，可以再服

用 1 錠。如果症狀持續，可以每隔半小時服用 1 錠，但每天服藥量

不可以超過 6 錠，及每週不可以超過 10 錠。 

藥品外觀 黃色圓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血管性頭痛、如偏頭痛、組織胺性頭痛 

懷孕哺乳 X 

禁忌 

1.避免服用含有咖啡因的食物，如咖啡、可樂、茶等，因為咖啡因會

增加藥品的吸收，可能因此造成中毒的現象。 

2.避免與葡萄柚汁併服 

注意事項 
當 ergot alkaloid 與 macrolides（例如：erythromycin）合併使用時，應

小心監測是否有 ergot 中毒的表現（例如：周邊血管痙攣）。 

 

醫令代碼 OEST 

藥品名稱 ESTRADE 2mg 益斯得錠 

成分含量 ESTRADIOL VALE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女性激素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頭痛，乳房腫脹 

用藥指示 

雌激素缺乏治療劑，依醫師指示服用 

開始治療時，通常成人一天 2mg，20-21 天後至少停藥一星期，然後

將劑量減至一天 1mg。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印有 SYG/2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更年期症狀及停經後引起的各種病症、卵巢切除之患者（因疾病或

腫瘤而將卵巢切除）。 

懷孕哺乳 X 

禁忌 乳房及子宮之惡性腫瘤，懷孕。 

注意事項 
若有動脈血管栓塞之虞，會隨著吸煙加重。突發的症狀伴有急性併

發症必需停止治療：嚴重性頭痛，視覺障礙，血壓增高。 

 

醫令代碼 OEUCL 

藥品名稱 Sanyl (Nicametate Citrate) 50mg 暢力糖衣錠 

成分含量 NICAMETATE CIT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血管擴張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通常成人每次 1-2 錠，一日 3 次，飯後服用，最好連續服用 10~20

天 

藥品外觀 紅色圓錠 

用途 糖衣錠 



適應症狀 末梢血管循環障礙 

懷孕哺乳  

禁忌 本藥之劑量因病而異，請依醫囑或藥袋指示服用，勿自行增減劑量。 

注意事項 

1.高齡使用時，因其生理機能降低，應減量使用之。 

2.懷孕婦女使用時，關於妊娠中的投與之安全性尚未完全確立，所以

對孕婦或有可能懷孕的婦人，只有在治療上的有效性高於危險性時

才投與。 

 

醫令代碼 OEUGL 

藥品名稱 Gliben[DM](Glibenclamide)5MG 固利康錠 

成分含量 GLYBURIDE (EQ TO GLIBENCLAM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磺基尿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味覺改變,腸胃不適,腹瀉或便秘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若有低血糖症狀立即食用含糖飲 

成人通常開始劑量每日半片(2.5mg)，3-5 天後必要時可增加半片。 

每日總劑量不超過 3 片，並於早餐時服用；如超過 2 片時，超過量

於晚餐時服用，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形錠，印有 STD│140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第二型糖尿病 

懷孕哺乳  

禁忌 
與磺胺劑、抗結核病劑(如 Ethionamides)，Phenylbutazone 或 Coumarin

衍生物一同投與時須注意因血糖過低可能引起危險。 

注意事項 
因本品之降血糖作用甚強，故須於用餐時或緊接餐後立即服用。對

於早餐食量少之病患，可延至午餐時才服用。 

 

醫令代碼 OEUR 

藥品名稱 EURODIN (ESTAZOLAM 2MG) 易眠(管 4) 

成分含量 ESTAZOLAM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巴比妥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睏倦.警覺性及動作協調能力降低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勿服用過量(4 級管制)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安眠.舒緩焦慮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EVI 

藥品名稱 EVISTA (Raloxifene) 60mg 鈣穩膜衣錠 

成分含量 ESTAZOLA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治療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臉潮紅,乳房腫脹 

用藥指示 每天口服一錠，固定每日同一時間，不受食物影響。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形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預防及治療停經後婦女骨質疏鬆症 

懷孕哺乳 X 

禁忌 

對有效成分或本藥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用。 

授乳婦女或已懷孕或有可能懷孕的婦女禁用 Raloxifene。 

靜脈血栓性栓塞者禁用。 

注意事項 
1.不建議同時服用全身性雌激素 

2.服用期間須監測三酸甘油的濃度 

 



醫令代碼 OFE 

藥品名稱 Fenogal 200mg 濁血清微粒膠囊 

成分含量 FENOFIB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脂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肌肉損傷 

用藥指示 若發生肌肉不適現象請回診就醫 

藥品外觀 橘紅色膠囊 

用途 微粒膠囊 

適應症狀 高脂質血症。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FEB 

藥品名稱 FEBURIC 80 MG 福避痛膜衣錠 

成分含量 Febuxostat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擬交感神經興奮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肝功能異常、頭暈 

用藥指示 

正在使用 Azathioprine 或 Mercaptopurine 患者禁用 

治療痛風患者的高尿酸血症，Feburic 的建議劑量是 40mg 或 80mg 每

天一次。建議起始劑量是 40mg 每天一次。對於使用 40mg 二週後血

清尿酸濃度(sUA)未低於 6mg/dL 的患者，建議使用 Feburic 80 mg。服



用 Feburic 無須顧慮食物或制酸劑的使用。輕度至中度腎功能不全的

患者服用 Feburic 無須調整劑量。 

藥品外觀 淺黃色橢圓形錠劑，一面刻 80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治療慢性痛風患者的高尿酸血症。不建議用於無症狀的高尿酸血症

者。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照

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危

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正在使用 azathioprine 或 mercaptopurine 的患者禁用 Feburic。 

注意事項 
1.降尿酸劑治療期間，觀察到可能有痛風發作，此為治療之反應。  

2.若有心血管事件、肝臟酵素升高、皮疹，請找醫師評估診治。 

 

醫令代碼 OFEU 

藥品名稱 FERRUM HAUSMAN CHEWABLE 鐵達寧咀嚼錠 

成分含量 IRON (HYDROXIDE POLYMALTOSE COMPLEX)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鐵製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便秘.(糞便將呈黑色,乃鐵質治療所造成) 

用藥指示 

(咀嚼錠.勿與奶製品飲料併服) 

正常情況，每天一錠，任何時間服用均可。隨病人喜愛，可隨後飲

用液體物。此錠也可以和液體物一起吞食，如果需要，劑量可增加

為一天服用二次，每次一錠，依據醫生指示，在餐前、餐後或一起

服食均可。 

藥品外觀 圓形.咖啡色.錠劑 

用途 咀嚼錠 

適應症狀 貧血 

懷孕哺乳  

禁忌 1.人體中，鐵質過份負荷者。  



2.鐵質利用阻礙者。 

3.如果是傳染性或腫瘤性鐵質不足之貧血症，鐵質將會儲存在 RES

中，鐵質之代謝及利用將不會發生效用，除非原發疾病完全痊癒。 

注意事項 糞便將呈暗黑色，此是以鐵質治療所會發生的，沒有關係。 

 

醫令代碼 OFIN 

藥品名稱 Finska-LP 莫鼻卡持續性藥效錠 

成分含量 LORATADINE, PSEUDOEPHEDRINE SULF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擬交感神經興奮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思睡.心跳過速 

用藥指示 

本藥為長效劑型，使用時勿咬碎或磨粉 

成人及 12 歲以上小孩，每次一錠，每天二次，服用時不可嚼碎，必

須整顆吞服。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 

用途 持續性藥效錠 

適應症狀 
緩解過敏性鼻炎及感冒的相關症狀，如鼻塞、打噴嚏、流鼻水、搔

癢及流眼淚。 

懷孕哺乳  

禁忌 

曾對本品成分或腎上腺素藥物或化學結構類似之藥物產生過敏或特

殊反應者，禁止使用本品。同時服用單胺氧化酶抑制劑或在十四天

內服用或已停用之病人及患有狹角性青光眼、尿滯留、重度高血壓、

重度冠狀動脈疾病或甲狀腺機能亢進之病人，亦禁用本品。 

注意事項 

1.用於 12 歲以下孩童的安全及效果尚未建立。 

2.本品用於孕婦的安全性尚未建立。由於 Loratadine 及 seudoephedrine

會經由乳汁分 泌，所以哺乳婦女需要決定停止哺乳或是停用本品。 

3.擬交感神經藥物可能更容易對年紀大於 60 歲以上之病患造成迷

惑、幻覺、痙攣、 中樞神經系統抑鬱，甚或死亡之不良反應。 

4.重度肝臟受損的患者可能發生 Loratadine 的廓清率減低，應以較低

起始劑量開始治療，建議起始劑量為每日一顆。 

 



醫令代碼 OFLO 

藥品名稱 Florinef  0.1mg(Fludrocortison) 富能錠 

成分含量 FLUDROCORTISONE ACET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腎上腺素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體液及電解質阻礙 

用藥指示 (本藥請保存溫度於 2 - 8 度) 

藥品外觀 圓形錠 白色 印有 SOUIBB-429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愛迪生氏病、腎上腺增殖 

懷孕哺乳 C 

禁忌 全身性黴菌感染之病人禁用 

注意事項 
精神錯亂、腎功能不全、高血壓、糖尿病、非特異性潰瘍性結腸炎

病人小心使用。 

 

醫令代碼 OFLU1 

藥品名稱 FLUITRIAN ( TRICOZIDE ) 2MG 多利固財錠 

成分含量 TRICHLORMETHIAZ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利尿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頻尿,口乾,電解質不平衡 

用藥指示 成人：通常 1 次服用 1~2 錠，1 日服用 1~2 次，小兒：劑量視年齡酌



減。 

藥品外觀 紫色小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利尿、高血壓 

懷孕哺乳 C/D 

禁忌 

1.無尿之患者。 

2.急性腎不全患者。 

3.體液中鈉、鉀顯著減少者。 

4.曾對 Thiazide 系藥劑及其類似化合物（如 Chlorthalidon 等 Sulfonamide

衍生物）有過敏症患者。 

注意事項 

1.本劑呈急劇之利尿效果，應仔細注意有無電解質失調及脫水狀況，

投與時由少量開始，再逐漸增量。 

2.長期連用，會呈現電解質失調，故需做定期檢查 

 

醫令代碼 OFOLI 

藥品名稱 FOLIC-ACID 5MG 葉酸膜衣錠 

成分含量 FOLIC ACID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維生素 B 群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本藥需醫師處方使用 

早飯後 1 次 

藥品外觀 黃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惡性貧血、妊孕性貧血、小兒巨大紅血球貧血及骨髓增生或衰退引

起之貧血。 

懷孕哺乳  

禁忌 本藥之劑量及服用時機請依醫師指示，勿自行增減或停藥 

注意事項 
葉酸會減低 phenytoin、phenobarbital 的抗癲癇作用，若有癲癇病史，

請提前告知醫師。 



 

醫令代碼 OFORM 

藥品名稱 FORMOTEROL 40UG 服莫喘錠 

成分含量 FORMOTEROL FUMA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擬交感神經興奮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頭痛.不安.顫抖.心悸 

用藥指示 
不可自行增加服藥次數或劑量.可能增加副作用 

早飯後、晚飯後各 1 次 

藥品外觀 白色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支氣管氣喘、急慢性支氣管炎、氣喘性支氣管炎、肺氣腫。 

懷孕哺乳 C 

禁忌 使用之劑量請依醫師指示，勿自行增減或停藥。 

注意事項 

1.本藥可能和其他藥物產生交互作用，請告知醫師您目前正在使用的

藥品。並請勿自行購買藥品服用。 

2.使用本藥請定期回診追蹤療效與副作用。 

3.心血管疾病及高血壓患者服用本藥期間，請留意血壓控制與心跳方

面是否發生變化，必要時請就醫。 

 

醫令代碼 OFORX 

藥品名稱 Forxiga 10mg 福適佳膜衣錠 10 毫克 

成分含量 Dapagliflozin propanediol monohyd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糖尿病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生殖器黴菌感染、鼻咽炎、尿路感染、背痛、排尿增加。 

用藥指示 

Forxiga 可單獨使用亦可與 metformin、sulfonylurea、thiazolidinedione、

DPP-4 抑制劑（併用或不併用 metformin）、胰島素合併使用，做為

附加於飲食控制及運動之外的治療藥物，藉以改善第二型糖尿病患

的血糖控制效果。 Forxiga 的建議起始劑量是 5mg 每天 1 次，早晨

服用，隨餐或空腹服用皆可。在耐受 Forxiga 5mg 每天 1 次的患者，

需要額外血糖控制時，劑量可增至 10 mg 每天 1 次。在血容量不足

患者，建議在開始 Forxiga 之前矯正這種情況。 

藥品外觀 黃色的雙凸菱形膜衣錠，一面刻有“10”，另一面刻有“1428”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第二型糖尿病。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1.對 Forxiga 嚴重過敏反應病史。 

2.嚴重腎功能不全、末期腎病（ESRD）、或透析患者。 

注意事項 

Forxiga 導致血管內容積收縮。開始 Forxiga 後，可能發生症狀性低

血壓，尤其是腎功能不全的患者（eGFR 小於 60 mL /min /1.73 m2）、

老年患者或使用環利尿劑（loop diuretics）的患者。 

 

醫令代碼 OFOS 

藥品名稱 Fosamax Plus 70mg/5600 IU 福善美保骨錠 70 毫克/5600 國際單位 

成分含量 VITAMIN D3 100000 I.U./g, ALENDRONATE (AS SODIUM) 

用法用量 每一星期一次 

藥品分類 未分類治療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痛、噁心、消化不良、肌肉骨骼疼痛。 

用藥指示 

FOSAMAX PLUS 必須於當天食用第一份食物、飲料或其他藥物至

少半小時之前以一杯白開水一起伴服。其他飲料(包括礦泉水)、食

物及一些藥物可能會降低 alendronate 之吸收。 

為了促使藥錠抵達胃部進而減少對食道部位刺激的可能性，

FOSAMAX PLUS 必須只能在早晨起床後以一整杯的白開水伴服，

而且病人在服藥後至少維持上半身直立 30 分鐘，並一直到吃過當

天第一份食物之後才可躺下。 

FOSAMAX PLUS 不可在睡前或未起床前服用。 

建議劑量為每週一次，每次一錠 70 毫克/2800 國際單位錠劑或 70

毫克/5600 國際單位錠劑。 

藥品外觀 乳白橢圓形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1.停經婦女骨質疏鬆症之治療。  

2.男性骨質疏鬆症之治療。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1.會延遲食道排空的食道不正常現象，如食道狹窄或弛緩不能。 

2.無法站立或坐直至少 30 分鐘者。  

3.對本產品中任何成分過敏者。  

4.低血鈣症。 

注意事項 

使用雙磷酸鹽類藥物治療時發生顎骨壞死的患者應接受口腔外科

醫生的治療照護，並以個別的效益/風險評估結果為基礎來判斷停止

使用雙磷酸鹽類藥物治療。 

 

醫令代碼 OGAS 

藥品名稱 Kascoal 40mg 加斯克兒錠 40 毫克 

成分含量 
DIMETHICONE (EQ TO DIMETHYLPOLYSILOXANE OR 

POLYDIMETHYL SILOXANE)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抗脹氣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本藥耐受性良好，針對某些患者偶有軟便、胃部不快感、下痢、腹

痛、嘔吐、嘔氣、胃部重壓感及食慾不振等現象。 

用藥指示 

1.1 天 3 至 4 次，或需要時服用。 

2.成人每次 1 錠， 3 歲以上 (含)，適用成人劑量。 

3.3 歲以下嬰幼兒，請洽醫師診治，不宜自行使用。 

4.少吃發酵性食物，如麵包等 

藥品外觀 乳白色圓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解除脹氣、緩解氣脹相關症狀。 

懷孕哺乳 孕婦及授乳婦不建議自行使用 

禁忌 
1.除非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孕婦及授乳婦不建議自行使用。 

2.勿超過建議劑量，若有副作用產生，應立即停藥就醫。 

注意事項 
1.須置於小孩接觸不到之處。 

2.避免陽光直射，宜保存於陰涼之處。 

 

醫令代碼 OGEN 

藥品名稱 Foxate 200mg 伏順膜衣錠 200 毫克 

成分含量 FLAVOXAT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泌尿道平滑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服用本品偶而會有噁心及嘔吐的現象（飽胃之後，此現象可能減

緩）；會有昏昏欲睡的感覺（減低用量或減低服藥的次數，現象可



能減緩）；會有口乾、視力模糊、眼睛張力增加、跳加速或心悸等

現象。高劑量會造成便秘。  

用藥指示 
一般劑量為每次一錠，每天三~四次 

本要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藥品外觀 白色膜衣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神經性頻尿、慢性前列腺炎、慢性膀胱炎之頻尿、殘尿感。 

懷孕哺乳 

B 級： 

動物實驗證實對胎兒無害但缺乏足夠的孕婦實驗；或動物實驗有副

作用報告，但孕婦實驗無法證明對懷孕初期及後期之胎兒有害 Ȅ然

而，在懷孕期間，假如要和其他藥品一起服用必須要小心，尤其在

懷孕的前三個月 

禁忌 

1.對本品敏感者 

2.有幽門及十二指腸的阻塞、腸阻塞等疾病之患者 

3.有胃腸出血者 

4.下尿道泌尿器阻塞疾病之患者 

注意事項 

1.服藥前，請先告知您的醫師，是否對此藥或其它藥品過敏。 

2.服藥前，請先告知您的醫師，您目前正在服用的其它藥物，因為

有許多藥會影響本藥之藥效。 

3.如果您有或曾經有腎及肝臟、青光眼、胃腸道潰瘍等疾病，應告

知您的醫師。 

4.如果您正懷孕或計劃懷孕、餵母乳，請事先告知您的醫師。如果

服藥期間懷孕，也請立即告知醫師。 

5.請勿自行將藥拿給別人吃，以免發生意外。 

6.請儲存於緊密容器，室溫儲存，並慎防兒童取用。 

7.如果您計劃手術，包括牙科手術，請事先告知您的醫師或牙醫，

您正服用本藥。 

8.服藥期間可能引起昏睡及視力模糊，操作機械及開車須特別小心。 

9.服藥期間請避免飲酒 

 

醫令代碼 OGLI 

藥品名稱 Glitis(Pioglitzaon) 30mg 泌特穩錠 30 毫克 

成分含量 PIOGLITAZONE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且藥理治療作用未確立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視力模糊、疲倦、冒冷汗、噁心、呼吸有水果味、頭痛、肌肉酸痛。 

用藥指示 用法用量請遵照指示，飯前或飯後服用均可。 

藥品外觀 白色小圓錠,上有刻痕及 CCP-C80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NIDDM)。 

懷孕哺乳 C 

禁忌 勿隨意停藥 

注意事項 

1.定期監測肝功能。 

2.可能恢復排卵，停經前婦女採適當避孕措施。 

3.有體液滯留，心衰竭者慎用。 

4.若有低血糖症狀，應立即吃含糖的食物 

5.若尿液變紅、排尿增加或小便疼痛，請停藥並回診。 

 

醫令代碼 OGLU1 

藥品名稱 Glucosamine 骨營膠囊 250 毫克 

成分含量 GLUCOSAMINE SULFATE CRYSTALLIN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紅色-乳白膠囊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失眠、噁心、嘔吐、腹痛、便秘、腹瀉、心灼熱，長期使用

需注意身體的周邊水腫心跳變快等心血管副作用。 

用藥指示 

1.輕微度至中等程度之關節症狀：每天 2 次，每次 2 個膠囊，連續

治療 6 星期。 

2.嚴重症狀之關節炎：(1)初期治療：最初期治療 8 星期，依下列劑



量服用：每天 3 次，每次 2 個膠囊，如此繼續治療至少 8 星期，飯

前 15 分鐘服用。(2)繼續治療：繼續治療 3~4 個月，維持劑量為每

天 2 次，每次 2 個膠囊，飯前 15 分鐘服用，可依醫師或藥師處方

服用亦可。 

藥品外觀 紅色/白色、CCP B52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緩解退化性關節炎之疼痛。 

懷孕哺乳 

極有限的動物研究顯示﹑此藥造成動物胎兒不利影響的機率不大﹑

同時 Glucosamine 也是人體內自然具有的化合物﹑一般來講﹑孕婦

使用此藥是安全的但是最好避免在懷孕前期的三個月使用。 

禁忌 

對 Glucosamine 或其中之成分過敏者不該使用此藥 

嚴重的肝或腎功能不全病人若需使用本產品，應在醫護監督下給

與。 

注意事項 

此藥會經由母乳到達嬰兒體內，對嬰兒的影響還未知。正常的劑量

下，尚無報告顯示會造成嬰兒的不良反應，不過，餵奶的母親在使

用之前，最好先徵求醫師的意見。 

 

醫令代碼 OGLU2 

藥品名稱 Metformin 500mg 寬樂醣膜衣錠 500 毫克 

成分含量 METFORMIN HCL (EQ TO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抗糖尿病類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無食慾，口中有金屬味，放屁，胃痛，嘔吐，體重減輕，乳酸中毒 

用藥指示 

成人：起始劑量是每日服用 2 次，每次飯中或飯後 500mg，每週調

整 500mg ， 可 調 整 至 2000mg 分 早晚 兩 次 給 予， 最 大 劑量 為

2500mg/day。 

藥品外觀 長型.白色.錠劑 印有 CCP/E99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非胰島素依賴型（第２型）糖尿病  

懷孕哺乳 B：分泌進乳汁量少，在新生兒、早產等小心 

禁忌 

1.腎臟病，及因心血管衰竭，心肌梗塞或敗血症引起的腎功能不良

症。 

2.在注射放射碘治療過程中，應暫時停止服用本藥，因其會導致腎



功能急性轉變。 

3.已知本藥會引起過敏反應者。 

4.急慢性代謝酸中毒，包含昏迷與否的糖尿病酮酸中毒。 

5.腎絲球體過濾率(eGFR)小於 30ml/min/1.73m2 禁用。 

注意事項 

本藥係由腎臟排泄，所有糖尿病患者均應定期檢查腎功能。外科手

術期間，須暫停本藥治療，直到恢復進食及腎功能回復正常，才再

開始服用本藥。已知酒精會強化本藥的乳糖代謝效果，因此病人服

藥期間，不得攝取過量酒精。 

 

醫令代碼 OGLUC1 

藥品名稱 Carlipin(Acarbose) 50mg 糖利平錠 50 毫克 

成分含量 ACARBOS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抗糖尿病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胃腸脹氣、腹痛、腹瀉等胃腸道副作用 

用藥指示 

1.勿飲酒 

2.每日固定檢測血糖 

3.請於用正餐服用 

藥品外觀 圓形，白色錠劑，刻有 YSP/6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之治療。 

懷孕哺乳 
B 級： 

對懷孕第一期（前三個月）安全未確定 

禁忌 原則上建議醫師不處方給哺乳婦女 

注意事項 
長期或高劑量服用時，可能導致產生無症狀肝酵素上升，此症狀在

停藥後會恢復，要定期測定肝功能 

 

醫令代碼 OGUR 

藥品名稱 Gutron 2.5mg(midodrine) 邁妥林錠 

成分含量 MIDODRINE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擬交感神經興奮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在較高劑量下可能發生雞皮疙瘩(尤其在頭、頸部)，感覺寒意，尿

滯留者有強尿意，脈搏頻率可能會減少(每分鐘少於 60 下)。 

用藥指示 

循環失調：成人及青年(12 歲以上)：每次一錠，一天 2 次(早、晚各

一錠)。 

尿失禁：成人：一次 1-2 錠，一天 2-3 錠。 

藥品外觀 圓形錠 乳白色 印有 PL-T03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體質性血壓過低、直立性循環系統失調，病後、手術後及產後之血

壓過低。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下列患者不可投與本品：高血壓，腎上腺髓質瘤(嗜鉻性細胞瘤)，

急性腎炎，嚴重腎功能不足，青光眼，已形成尿殘留之攝護腺肥大，

排尿機械性阻塞，甲狀腺機能亢進症。 

注意事項 
心血管系統有嚴重氣質性變化，心律不整，腎功能不良者，需注意

投與之劑量。 

 

醫令代碼 OHAL 

藥品名稱 Halin 5mg(Haloperidol) 哈寧錠 

成分含量 HALOPERIDOL 

用法用量 每晚使用一次 

藥品分類 抗精神病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運動不停、靜坐不能、反射過強、角弓反張、眼動危象、運動困難、

肢體的不隨意運動、失眠、不安、頭痛、迷惑、眩暈及幻覺等。 

用藥指示 成人通常 1 天 2~3 次，1 次 1 錠，每次 0.5~5mg，依症狀酌量增減。 

藥品外觀 草綠色圓錠有 YS 及 H5 字樣(勿與酒精性飲料併服)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躁病、精神病狀態、噁心、嘔吐、攻擊性與破壞性之行為障礙、舞

蹈病 

懷孕哺乳 C 

禁忌 
1.因酒精或其他抑鬱藥物造成的昏迷狀態時禁用。 

2.對 haloperido 過敏者。 

注意事項 

1.服藥期間，不要開車或操作機械。 

2.要避免與酒精一起使用。 

3.避免抽煙，會加速藥物代謝而降低藥效。 

4.患有嚴重心血管障礙者、接受抗巴金森藥物治療者使用此藥時要

特別小心。 

5.甲狀腺中毒患者使用本藥時，可能會發生嚴重的神經中毒，像：

僵硬、不能走路或講話。 

 

醫令代碼 OHER 

藥品名稱 Herbesser 30mg 迪心贊錠 

成分含量 DILTIAZEM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心跳徐緩、輕微房室結阻斷、踝關節水腫、噁心、頭痛、皮膚紅疹。 

用藥指示 

1.狹心症 

通常成人 1 次 30mg Diltiazem HCl，1 日服用 3 次。症狀較重時，可

增量至 1 次 60mg，1 日服用 3 次。 

2.輕度至中度之本態性高血壓 

通常成人 1 次 30~60mg Diltiazem HCl，1 日服用 3 次。又，依年齡、

症狀適宜增減用量。 

藥品外觀 圓形錠 白色 印有 ccp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狹心症、輕度至中度之本態性高血壓。 

懷孕哺乳 C 

禁忌 
1.第二度以上房室傳導阻斷，竇房傳導阻斷之患者。 

2.孕婦及可能懷孕之婦女 

注意事項 

1.GOT，GPT 增高，黃疸、肝腫大。如出現這些症狀，即得馬上停

藥。 

2.嚴重之肝、腎功能不全之患者不建議使用。 

 

醫令代碼 OHYT 

藥品名稱 HYTRIN(Terazosin) 2mg 暢流錠 

成分含量 TERAZOSIN (HCL 2H2O)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肌肉無力、周邊水腫、姿勢性低血壓、心悸、嗜睡、噁心、

鼻塞 

用藥指示 
一天一次，口服投與。起使劑量為 1mg。維持劑量為 1~5mg QD,最

大劑量一天 20mg。 

藥品外觀 粉橘色圓錠 有 S/Y TERADRIN 刻痕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良性攝護腺肥大症。 

懷孕哺乳  



禁忌 HypersensitIVity to terazosin. 

注意事項 
1.勿飲酒 

2.避免開車，操作機械 

 

醫令代碼 OHYZ 

藥品名稱 Losa&hydro 50/12.5mg 那寶穩膜衣錠(台廠) 

成分含量 
LOSARTAN POTASSIUM, HYDROCHLOROTHIAZIDE (EQ TO 

3,4-DIHYDROCHLOROTHIAZ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無力疲倦、眩暈  

用藥指示 
1.高血壓：初劑量和維持劑量為一天一次，每次 1-2 錠。 

2.肝腎功能嚴重不全：不建議使用。   

藥品外觀 黃色，橢圓形，錠劑上有 135 另一面 CYH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壓。 

懷孕哺乳 C 

禁忌 對此藥過敏者、無尿症者、懷孕。 

注意事項 

1.對本品中任何成分過敏之病患。 

2.無尿症病患。 

3.對其他 sulfonamide 衍生物過敏之病患。 

4. 對此藥過敏者、無尿症者、懷孕。  

 

醫令代碼 OHYZA 

藥品名稱 HYZAAR 50/12.5mg 好悅您膜衣錠(原廠) 

成分含量 
LOSARTAN POTASSIUM, HYDROCHLOROTHIAZIDE (EQ TO 

3,4-DIHYDROCHLOROTHIAZ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咳嗽、發燒、喉嚨痛、頭暈、背痛、腹瀉、疲倦、鼻塞 

用藥指示 
每日一次，每次一錠。反應不佳的病患，可以調高劑量至每日一次，

每次二錠(最大劑量) 

藥品外觀 亮黃色橢圓錠印有 717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壓。 

懷孕哺乳 C 

禁忌 

1.對本品中任何成分過敏之病患。 

2.無尿症病患。 

3.對其他 sulfonamide 衍生物過敏之病患 

注意事項 

1.本品不可以一開始就使用在血管內容積不足之病患(例如以高劑

量利尿劑治療之患者)。 

2.本品不建議使用在嚴重腎功能受損(肌酸酐廓清率≦30mL/min)或

肝功能受損之病患。 

3.如同所有抗高血壓之治療，在一些病患可能發生有症狀的低血

壓。必須注意病人是否有體液或電解質不平衡的臨床徵兆，如容積

不足、低血鈉症、低血氯性鹼中毒、低血鎂症和低血鉀症，這些徵

兆可能在併發腹瀉或嘔吐時發生 

4.若於懷孕第二期及第三期時服用直接作用於腎素─血管收縮素系

統之藥物，會使發育中之胎兒受損及甚至死亡；故一旦測知懷孕

後，必須儘快停用本品。 

5.接受 thiazide 治療時，某些病人會發生高尿酸血症或痛風惡化的情

形。因為 losartan 會降低尿酸，因此 losartan 併用 hydrochlorothiazide

可減輕利尿劑引起的高尿酸血症。 

 

醫令代碼 OILO 

藥品名稱 ERYTHROMYCIN 250mg 紅黴素膠囊 

成分含量 ERYTHROMYCIN (ESTOLATE) 

用法用量 每六小時一次 

藥品分類 抗生素-紅黴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部不適、噁心或嘔吐、口腔疼痛、陰道搔癢及有分泌物。 

用藥指示 
成人：口服 250-500 mg 每 6-8 小時一次；兒童：口服 30-50 mg/kg/

天每 6 小時一次。 

藥品外觀 紅-黃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葡萄球菌感染症、鏈球菌感染症、肺炎雙球菌感染症、淋菌感染症、

軟性下疳、梅毒及一般紅絲菌素感受性菌引起之感染症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

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未經醫師允許、即使覺得好轉、請勿自行停藥。 

注意事項 使用於肝功能不良的病患。 

 

醫令代碼 OIM 

藥品名稱 Genclone(Zopiclone) 7.5mg 樂比克膜衣錠(管 4) 

成分含量 ZOPICLONE 

用法用量 每晚使用一次 

藥品分類 其他抗焦慮、鎮靜及安眠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1.嘴巴有苦味或金屬味。 

2.暈眩、頭痛、餘留想睡感、消化異常、噁心、口乾。 

用藥指示 

1.睡前 7.5mg，若嚴重可逐漸增加到 15mg。 

2.肝功能不良者每次服用半錠，老年人每次服用半錠，如有需要可

增加到 1 錠。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形錠，刻有 S | T 404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失眠症。 

懷孕哺乳 
本藥屬於新藥，目前為止尚無胎毒素和致癌報告，滲入母乳的機會

很小，孕婦為求安全起見，請勿使用。 

禁忌 
對 Zopiclone 過敏、15 歲以下的兒童、及代償作用失調的呼吸功能

不全患者。 

注意事項 

1.本藥不能和酒同時服用。 

2.如果要長期使用，須先徵求醫師同意。 

3.長期高劑量使用患者，如果要停止用藥，應逐漸減量，不然會產

生戒斷症狀。 

4.呼吸功能不全、嚴重肝功能不全病患，應依照實際狀況調整劑量。 

5.用藥後，可能出現白天嗜眠現象，應避免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6.可能增加肌肉的疲勞度，肌肉無力病患應格外小心使用。 

7.服藥後，夜晚時不要突然起床，因為沒有完全清醒，會容易造成

跌倒。 

 

醫令代碼 OIMD 

藥品名稱 IMDUR 40mg(isosorbide) 冠欣持續性錠 

成分含量 ISOSORBIDE 5-MONONIT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血管擴張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可能有頭痛、頭暈等不良反應 

用藥指示 

1.隨餐服用 400mg-800mg, t.i.d.。 

2.腎功能不全者：(洗腎之後投藥)中度腎功能不全者：400mg, b.i.d.。

重度腎功能不全者：400mg, qd 。 

3.肝功能不全者：400mg, t.i.d.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錠 SY40 字樣 

用途 持續性藥效錠 

適應症狀 預防狹心症發作。 

懷孕哺乳 C 



禁忌 
HypersensitIVity to any of the components, shock, hypotension, 

constrictIVe cardiomyopathy and pericarditis. 

注意事項 

1.本藥可剝半，不可磨粉（不可咀嚼或壓碎）。 

2.建議於早上以半杯以上的水服用本藥，以利身體承受白天的活動

(對日夜作息正常的人而言)。 

3.本藥不適合用來解除急性之發作。 

4.服藥期間不可服用威而鋼類藥品、含酒精成分飲食。 

5.不可驟然停藥，若有低血壓或不穩定心絞痛症狀發生告知醫師。 

 

醫令代碼 OIMO 

藥品名稱 Imodium(Loperamide) 2mg 肚倍朗膠囊 

成分含量 LOPERAMIDE HCL 

用法用量 需要時使用 

藥品分類 止瀉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部絞痛、噁心。 

用藥指示 

成人初次服用 2 粒，以後於每次排便鬆軟後再加服 1 粒，但每日最

高劑量不得超過 8 粒，孩童初次服用 1 粒，以後於每次排便鬆軟後

再加服 1 粒，但一日最高不得超過 4~6 粒，依年齡適宜增減劑量。 

藥品外觀 綠灰雙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急性、慢性腹瀉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

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若對抑制腸蠕動為禁忌患者，請勿使用本劑。 

注意事項 

1.本藥使用勿超過兩天，若需長期投藥，應在每次常規性門診時，

檢查其病情是否有進展。 

2.在投藥後數天，下痢症狀仍無法停止，或有發燒現象出現時，應

請醫師進一步檢查。 



 

醫令代碼 OINAH 

藥品名稱 I.N.A.H.(Isoniazid) 100mg 異菸鹼醯井錠 

成分含量 ISONIAZID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結核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感覺異常，末梢神經病症(尤其是營養不良，糖尿病或嗜酒的人)，

輕度肝功能不良(暫時性昇高血中轉氨酶)。 

用藥指示 

1.急性結核病:成人─每天 5mg/kg，單一劑量(1 天最大量為 300mg)。

孩童─1 天 10～20mg/kg，單一劑量(1 天最大量 300mg)。 

2.預防:成人─1 天 300mg，單一劑量。孩童─1 天 10mg/kg，單一劑

量。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肺結核、其他結核症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急性肝病。 

注意事項 

1.下列病要小心使用:慢性肝損傷，腎臟病，心臟病，酒精中毒，驚

厥障礙的病例，或精神病，和孕婦或哺乳婦。 

2.補充維他命 B6(1 天 10～100mg)來減少 INH 的神經毒性，尤其是

營養不良和糖尿病患者，和「緩慢的」INH 乙醯化者(acetylator)(參

看藥動力學)。INH 製成固定合併 B6 製劑(100mg INH/5mg 維他命 B6, 

100mg/10mg, 300mg/30mg)。 

3.強調遵守劑量重要性，未經醫師許可，小心避免遺漏服藥，或停

止治療，因為若治療終止太早，則復發率高，而且若劑量不足，則

有抗藥性之虞 



4.服用本品治療初期 2~3 星期療效顯著，大約 90%的病人治療 6 個

月後，痰液都呈陰性反應。 

 

醫令代碼 OIND 

藥品名稱 propranolol 10mg 心律 

成分含量 PROPRANOLOL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高警訊藥品★(若呼吸困難.胸痛.下之水腫請就醫) 

1.常見-心智混亂、疲憊、睏倦、心跳徐緩、雙手皮膚感覺異常。  

2.偶見-發燒、體重減輕、關節痛、陽萎、性慾降低、暈眩、失眠、

心悸、AV 阻斷、口乾、噁心、胃灼熱、支氣管痙攣。 

3.嚴重者-喉痙攣、顆粒性白血球缺乏。 

用藥指示 

1.抗心律不整劑：10～30mg 一天 3～4 次，可視需要及耐藥調整。 

2.抗心絞痛劑:口服，10-20mg，一天 3-4 次，必要時每 3-7 天逐漸增

加到一天 320mg。 

3.預防劑偏頭痛:口服，初劑量 20mg，一天 4 次，以後增到一天

160-240mg 分數次使用，視需要與耐藥性逐漸增加劑量到一天

240mg。 

4.抗高血壓劑:口服通常每天維持劑量 120-240mg，必要時視需要與

耐藥性逐漸增加劑量可用到 640mg。 

5.抗甲狀腺毒劑:口服，10-40mg，一天 3-4 次，視需要與耐受性而調

整劑量。 

6.親鉻細胞瘤:口服，手術前，20mg，一天 3 次為時三天，應與α阻

斷劑共用。 

藥品外觀 紅色小圓錠(若呼吸困難.胸痛.下之水腫請就醫)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狹心症、不整律（上心室性不整律、心室性心搏過速）、原發性及

腎性高血壓、偏頭痛控制原發性震顫控制焦慮性心搏過速、甲狀腺

毒症的輔助劑、親鉻細胞瘤 



懷孕哺乳 C 

禁忌 
同時接受本藥與 Clonidine 治療的病人於停止治療時須在逐漸停 用

Clonidin 之前數日先停用本藥以免血壓突然下降 

注意事項 

1.本品會掩飾低血糖的症狀和延長低血糖的時間。 

2.本品突然停藥會引起戒斷症狀(如發抖、盜汗、頭痛、心悸)。 

3.本品可能導致支氣管收縮，因此氣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COPD)禁

服本品。 

4.服用本品不宜駕車或從事危險性工作。 

 

醫令代碼 OIND1 

藥品名稱 INDERAL(Propranolol) 40mg 整脈錠 

成分含量 PROPRANOLOL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疲倦.噁心.頭痛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若呼吸困難.胸痛.下之水腫請就醫) 

三餐飯後、睡前 1 次 

藥品外觀 紅色小圓錠，印有 YS PN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狹心症、不整律（上心室性不整律、心室性心搏過速）、原發性及

腎性高血壓、偏頭痛、控制原發性震顛、控制焦慮性心搏過速、甲

狀腺毒症的輔助劑、親鉻細胞瘤 

懷孕哺乳  

禁忌 除非醫師有特殊指示，否則不可擅自停藥 

注意事項 

1.請按時測量血壓、心跳及定時回診 

2.連續假期或旅行前請留意藥量是否足夠。 

3.有下列情形時，請事先告知醫師：曾對此藥過敏；懷孕、授乳期；

有心臟、腎臟或肝臟疾病；嚴重的支氣管氣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病；

或甲狀腺機能亢進。 

 

醫令代碼 OINDO 



藥品名稱 Indocid(Indomethacin) 25mg 炎達益膠囊 

成分含量 INDOMETHACIN (eq to Indometaci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類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部不適.便秘 

用藥指示 
1.未經醫師指示切勿自行增加劑量。 

2.請依各種不同藥品的指示服用。 

藥品外觀 紅白雙色膠囊 印有 STD 505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肌肉骨骼系統之炎症、疼痛、牙科手術後之腫脹 

懷孕哺乳 D 

禁忌  

注意事項 

1.長期服藥，可能發生心臟病或中風的危機。因此曾經高血壓、高

膽固醇、糖尿病患者應告訴醫師。 

2.服藥後若發生胃痛、水腫，先停藥，回診 

3.腎功能不好的要小心 

 

醫令代碼 OIS 

藥品名稱 Isormol 20mg 愛速脈錠 

成分含量 ISOSORBIDE 5-MONONIT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血管擴張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 

用藥指示 (勿與 VIAGRA 威爾剛併用)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印有 SY-COXINE20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降血壓 心臟病 腎臟病用藥 

懷孕哺乳  

禁忌 不可與磷酸二脂酶阻斷劑(如威而剛、樂威壯等)類藥品併用。 

注意事項 

1.治療初期可能會有暫時性的「硝酸鹽性頭痛」，這種現象在治療數

天後便會減退。 

2.除非醫師有特殊指示，否則不可擅自停藥。 

3.連續假期或旅行前請留意藥量是否足夠。 

4.可能會因低血壓導致頭暈，操作機械者請小心。 

 

醫令代碼 OISO 

藥品名稱 Ketosteril 吉多利錠 

成分含量 

L-HISTIDINE, L-LYSINE ACETATE, L-THREONINE, 

L-TRYPTOPHAN, L-TYROSINE, 

CALCIUM-3-METHYL-2-OXO-VALERATE, 

CALCIUM-4-METHYL-2-OXO-VALERATE, 

CALCIUM-3-METHYL-2-OXO-BUTYRATE, 

CALCIUM-2-OXO-3-PHENYL-PROPIONATE, 

CALCIUM-DL-2-HYDROXY-4-(METHYL-THIO)-BUTY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高血鈣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使用 

藥品外觀 黃色長條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慢性腎不全時氨基酸之補給 

懷孕哺乳 C 

禁忌  



注意事項 

1.本品需餐中服用。 

2.應定期監測血清鈣含量。 

3.本品使用於 GFR 5-15ml/min, 且蛋白質攝取< 40g/day 之病患。  

4.內含鈣離子，若服用四環黴素應錯開時間。 

 

醫令代碼 OISOR 

藥品名稱 VERAPAMIL 240mg 依心樂膜衣錠 

成分含量 VERAPAMIL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頭暈.噁心(若下肢水腫.呼吸困難請停藥就醫) 

用藥指示 

本藥不可與葡萄柚汁併服 

與食物同服。一般劑量為每日 120-240mg，於早上服用，依投藥 8

小時後的反應調整劑量。由錠劑轉換成緩釋劑型時可使用同等劑

量。 

藥品外觀 白色長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狹心症。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1.嚴重左心室功能不良。  

2.低血壓(收縮壓小於 90mmHg)或心臟性休克。 

3.靜脈竇炎症狀(除非病人有人造心室調節器)。  

4.第二或第三級房室阻斷。 

注意事項 

1.以人類口服日常劑量 6mg/Kg/day 施於老鼠及兔子，並不會產生畸

形兒。 但懷孕期間須慎重給藥。 

2.為防止乳汁中含有餘量而影響乳兒，授乳婦女禁用本劑。FDA 



Pregnancy Category (懷孕用藥級數)：C  

3.患有複雜之心肌梗塞及心臟性休克者需慎重給藥及嚴加監督。  

4.有腦血管病變，心臟阻礙及高血壓患者使用本劑或提高劑量時，

須特別小心。 

5.偶有便秘、厭食、噁心等胃腸症狀。眩暈、搖晃感等低血壓症狀。  

6.本藥並不能阻止急性狹心症發作。 

 

醫令代碼 OJAN 

藥品名稱 Januvia 100mg 佳糖維膜衣錠 

成分含量 SITAGLIPTIN (AS MONOHYDRATE PHOSPHATE SALT)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糖尿病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痛、噁心、嘔吐、腹瀉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懷孕,授乳者,腎功能不良者請先告知醫生 

1 天 1 次，每次 1 錠。 

藥品外觀 橘色圓錠,印有 277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第二型糖尿病。 

懷孕哺乳 B 

禁忌 禁用於本品之任何成份過敏者。 

注意事項 
1.不可用於第一型糖尿病患者或用於治療糖尿病酮酸血症。 

2.透過腎臟排出體外，對中度和重度腎功能不全患者須降低劑量 

 

醫令代碼 OJANU 

藥品名稱 JANUMET 50/850mg 捷糖穩膜衣錠 

成分含量 

METFORMIN HCL (EQ TO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SITAGLIPTIN PHOSPHATE(AS MONOHYDRATE PHOSPHATE 

SALT)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過敏性反應,便秘,嘔吐.頭痛 

用藥指示 請遵從醫囑使用 

藥品外觀 粉紅色膠囊型膜衣錠,其中一面刻有 515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適用於配合飲食和運動，以改善下列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

制：已在接受 Sitagliptin 和 metformin 合併治療者；或僅使用 Sitagliptin

或 metformin 但控制不佳者；或已使用 metformin 與 sulfonylurea 合併

治療，但控制不佳者；或已使用 metformin 與 PPARγ促進劑合併治

療，但控制不佳者；或已使用 metformin 與胰島素合併治療，但控

制不佳者。 

懷孕哺乳  

禁忌 

(1)腎病或腎功能障礙，如出現血清肌酸酐濃度≧1.5mg/dL[男性]、

≧1.4mg/dL[女性]、或肌酸酐廓清率異常等現象。 

(2)已知對 Sitagliptin、Metformin 或本品中任何其他成份過敏。  

(3)併有或未併有昏迷現象的急性或慢性代謝性酸中毒，包括糖尿病

酮酸血症。 

注意事項 
JANUMET 不可用於第一型糖尿病患者或用於治療糖尿病酮酸血

症。 

 

醫令代碼 OKAL 

藥品名稱 CHALIAN POWDER 5g/包 鉀利安粉 

成分含量 
CALCIUM POLYSTYRENE SULFONATE EQUIVALENT TO 

CALC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去鉀樹脂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便秘,噁心,嘔氣,食慾不振 

用藥指示 

1.口服：通常成人 1 天 15～30g 分 2～3 次服用，1 次量加 30～50ml

水使成懸濁 狀口服。 

2.灌腸：1 次 30g，加水或 2%Methylcellulose 溶液 100ml 做成懸濁液

注入腸內。懸濁加溫至體溫程度注入腸內放置 30 分～1 小時即可。 

藥品外觀 微黃白色-淡黃色粉劑 

用途 粉劑 

適應症狀 急性及慢性腎不全隨伴之高血鉀症。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腸閉塞之病患（有可能引起腸管穿孔）。 

注意事項 

審慎使用：  

(1)溶液引起便秘的病患（有可能引起腸閉塞、腸管穿孔）。 

(2)有腸管狹窄之病患（有可能引起腸閉塞、腸管穿孔）。 

(3)有消化道潰瘍之病患（有可能使症狀惡化）。  

(4)副甲狀腺機能亢進症之病患（離子交換有可能使血中鈣濃度上

升）。  

(5)多發性骨髓腫病患（離子交換有可能使血中鈣濃度上升）。 

 

醫令代碼 OKEF 

藥品名稱 Cephalexin 500mg 賜福力欣膠囊 

成分含量 CEPHALEXIN 

用法用量 每八小時一次 

藥品分類 抗生素-頭孢子菌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瀉,頭痛,頭暈,噁心 

用藥指示 請依指示按時服用完畢,中途請勿自行停藥 

藥品外觀 綠-白膠囊,印有 ST007 字樣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



菌引起之感染症 

懷孕哺乳 B 

禁忌 

對其他 Cephalosporins or Cephamycin 過敏的病人,對本藥也可能產生

過敏;對 Penicillin 及其衍生物與 Penicillamine 過敏的病人對

Cophalosporins 或 Cephamycin 亦可能產生過敏. 

注意事項 

1.對於青黴素過敏之患者使用本藥時應特別小心。 

2.長期使用本藥時亦可能導致非敏感性細菌過度繁殖，如在治療期

間發生重覆感染（super-infection）時應採取適當措施。 

3.腎功能有顯著損傷者應審慎使用本藥，其安全劑量應較正常之建

議劑量為低。 

4.當患者已無症狀顯現或在確定細菌已被消滅之後仍宜繼續治療 2

～3 天，對於屬於 Group A 之 β-hemolytic streptococcus 所引起的感

染症必須至少治療十天以上，以免引起急性血管球性腎炎或急性風

濕熱。 

5.下述患者須審慎使用 

a.曾有胃腸疾病，特別是潰瘍性結腸炎，區域性腸炎或與抗生素有

關的腸炎。 

b.腎臟功能不全。 

 

醫令代碼 OKER  

藥品名稱 Bexolo(Betaxolol) 20mg 倍舒樂膜衣錠 

成分含量 BETAXOLOL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噁心,疲倦,絞痛,手腳冰冷 

用藥指示 一般劑量為每天一次，每次 20mg。某些病人起始劑量為每天 10mg。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印有 ST20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動脈性高血壓、穩定性狹心症。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KLA 

藥品名稱 KLARICID 500mg(Clarithromycin) 幽立息膜衣錠 

成分含量 CLARITHROMYCI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生素-紅黴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反胃,食慾喪失,噁心,嘔吐,便秘或腹瀉 

用藥指示 一天二次 

藥品外觀 黃色橢圓型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上下呼吸道有感受性細菌所引起之感染症，可與 omeprazole 併用治

療與幽門螺旋桿菌(H.Pylori)有關之十二指腸潰瘍。 

懷孕哺乳  

禁忌 孕婦請避免使用本藥 

注意事項 應定期進行肝功能檢查 

 

醫令代碼 OKOM 

藥品名稱 KOMBIGLYZE XR 5/1000mg 康併莎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成分含量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WITH 0.5% MAGNESIUM 

STEARATE, SAXAGLIPTI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抗糖尿病類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低血糖、過敏。 

用藥指示 必須整粒吞服，絕不可磨碎、切割或嚼碎。 

藥品外觀 
粉紅色、兩面凸出、膠囊形膜衣錠，一面印有「5/1000」另一面印

有「4223」之藍色字樣。 

用途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適應症狀 

適用於配合飲食與運動，以改善下列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已在接受 saxagliptin 和 metformin 合併治療者;或僅使用 saxagliptin 

或 metformin 但控制不佳者。 

懷孕哺乳 C 

禁忌 
腎功能不全(男性 Scr≥1.5 mg/dl、女性 Scr≥1.4 mg/dl)、使用血管內注

射含碘顯影劑、 急性或慢性代謝性酸中毒，包括糖尿病酮酸血症。  

注意事項 

1.本品必須整粒吞服，不可磨碎、切割或嚼碎。 

2.服用後若發生胰臟炎，應立即停藥。 

3.服藥期間應避免過度飲酒。 

4.藥物交互作用：ketoconazole、clarithromycin、itraconazole。 

5.進行需要禁食的外科手術時，應暫時停藥，待患者恢復飲食且重

新評估腎功能確 定正常後才可開始用藥。服用後若發生胰臟炎，

應立即停藥。 

6.服藥期間應避免過度飲酒。 

 

醫令代碼 OLAC 

藥品名稱 Luxtab(Lacidipine) 4mg 樂壓穩膜衣錠 

成分含量 LACIDIPIN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潮紅.眩暈及心悸.偶有下肢水腫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本藥勿與葡萄柚汁併服) 

藥品外觀 白色錠劑,其中一面刻有 L/4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壓。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LAI 

藥品名稱 Furide 40mg(Furosemide) 舒利諾 

成分含量 FUROSEM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利尿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頻尿.脫水.電解質不平衡 

用藥指示 

1.成人： 

(1)抗高血鈣劑：1 天 120mg（1 次或分 2-3 次服用）。 

(2)抗高血壓劑：初劑量：40mg，一天 2 次，再依患者反應調整劑量。 

(3)利尿劑：初劑量 20-80mg，1次服用，再每隔 6-8 小時另增加

20~40mg，直到所期反應達到為止。每日以單劑量或分成 2~3 劑量

給予或隔天給予。每天大量 600 mg。但慢性腎衰竭者，每日劑量有

高達 4g 者。 

2.兒童： 



(1)利尿劑：初劑量每公斤體重 2 mg 做單劑量服用，然後毎 6-8 小

時，依每公斤體重增加 1~2 mg，調整劑量直到反應達到為止。但每

日最高劑量不可超過 40 mg。 

(2)對有腎病綜合症之兒童，可能需要高達每公斤體重 5 mg 之劑量。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利尿、高血壓。 

懷孕哺乳  

禁忌 對 sulfonamide 過敏者。 

注意事項 

(1)本藥不會被透析移除。 

(2)本品會分泌到乳汁，哺乳婦女不宜使用。 

(3)採用單一每日劑量給藥法時，最好在早晨服用，以使夜間睡眠排

尿次數增加的效應減至最低。 

 

醫令代碼 OLICO 

藥品名稱 LICODIN 100mg 敵血栓 

成分含量 TICLOPID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治療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腹瀉,嘔吐 

用藥指示 
若有黑便.血尿.牙齦出血或嘔吐出血請就醫 

每天口服 200～500mg，分 2~3 次服用。 

藥品外觀 紅色圓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適用於曾發生完成性栓塞型中風（COMPLETED 

THROMBOTICSTROKE）及有中風前兆（STROKE PRECURSORS），

且不適於使用 ASPIRIN 之患者。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

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出血性病人，嚴重肝障礙，白血球過少，對本品過敏者，孕婦。 

注意事項 

1.下列患者不可使用： 血友病、微血管危弱症、消化管潰瘍、尿路

出血、喀血、晶狀體出血、嚴重的肝病患者、白血球減少症的患者、

對本劑有過敏症的患者。  

2.下列患者慎重使用： 月經期的患者、有出血傾向的患者、正在服



用抗凝血藥或血小板抑制劑的患者、患有肝病或曾有此種病歷的患

者、具有白血球減少症之病歷的患者、預定要實施手術的患者、高

齡者。 

 

醫令代碼 OLINI 

藥品名稱 Linicor 500/20mg 理脂膜衣錠 

成分含量 LOVASTATIN, NIACIN 

用法用量 睡前使用一次 

藥品分類 降血脂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每一種藥都有副作用，若有以下情況，請勿太驚慌：頭痛、肌肉疼

痛、便秘、腹瀉 

用藥指示 

1.使用本品可能引起病人肝轉氨的持續升高，建議所有病人於起始

治療前接受肝功能檢測  

2.此藥品應於睡前服用與低脂點心併服；需整片服用，吞嚥前不可

弄破、壓碎或咀嚼  

3.此複方錠劑的劑量每 4 週不可調高超過每天 500 

藥品外觀 黃色，橢圓形，錠劑；大小：1.7 公分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脂症，且適合同時使用 Niacin 及 lovastatin 治療者。患者在接

受 Linicor 治療之前應採用標準之低膽固醇飲食療法，並且在 

Linicor 治療期間仍應持續進行這種飲食療法。 

懷孕哺乳  

禁忌 

1.對本藥物過敏、活動性肝疾病、活動性之消化性潰瘍、肝指數持

續升高、動脈出血之病友及孕婦禁用。  

2.避免與 Fibrate 類及 CYP 酵素抑制劑併用，因會增加橫紋肌溶解風

險。  

3.預先使用 Aspirin 可降低皮膚潮紅。  

4.建請定期監測肝腎功能 

注意事項 

1.投藥期間禁飲酒或葡萄柚汁 。  

2.本品須整顆服用，不可壓碎或咀嚼。  

3.起始劑量為 1 顆，最高以每日兩顆為限，建議睡前服用。  

4.使用藥物期間發現懷孕，應立即停藥。  

5.出現不明原因之肌肉疼痛時，務必立即回診。 



 

醫令代碼 OLIPT 

藥品名稱 Atoty 10mg(Atorvastatin) 亞妥悠膜衣錠 

成分含量 ATORVASTATIN (CALC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脂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頭痛.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有不明原因肌肉痛或發燒現象,請回診告知醫師 

劑量範圍是 atorvastatin 10 ~ 80 mg，每日服用一次。服藥時間早晚不

拘，隨餐或空腹均可。 

藥品外觀 白色膜衣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膽固醇血症，高三酸甘油脂血症。對於臨床上沒有冠心病的第二

型糖尿病患者，但是至少有任一其他冠心病危險因子，包括高血

壓、視網膜病變、白蛋白尿、或吸煙，atorvastatin calcium 適用於：

降低心肌梗塞的風險、降低中風的風險。降低冠心病高危險群的心

血管事件發生率對於臨床上沒有冠心病的高血壓患者，但是至少有

三個其他冠心病危險因子，包括第二型糖尿病、年紀大於等於 55

歲、微白蛋白尿或蛋白尿、吸煙或第一等親在 55 歲(男性)或 60 歲(女

性)前曾經發生冠心病，atorvastatin calcium 適用於：降低心肌梗塞的

風險、降低中風的風險、降低血管再造術與心絞痛的風險。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LIPT4 

藥品名稱 Atorva 40mg(Atrovastatin) 立舒脂膜衣錠 

成分含量 ATORVASTATIN (CALC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脂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頭痛.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有不明原因肌肉痛或發燒現象,請回診告知醫師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形模衣錠，STD,29|0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膽固醇血症、高三酸甘油脂血症。對於臨床上沒有冠心病的第二

型糖尿病患者，但是至少有任一其他冠心病危險因子，包括高血

壓、視網膜病變、白蛋白尿、或吸煙，atorvastatin 適用於：降低心

肌梗塞的風險、降低中風的風險。降低冠心病高危險群的心血管事

件發生率。對於臨床上沒有冠心病的高血壓患者，但是至少有三個

其他冠心病危險因子，包括第二型糖尿病、年紀大於等於 55 歲、

微白蛋白尿或蛋白尿、吸煙或第一等親在 55 歲(男性)或 60 歲(女性)

前曾經發生冠心病事件，atorvastatin 適用於：降低心肌梗塞的風險、

降低中風的風險、降低血管再造術與心絞痛的風險。 

懷孕哺乳 X 

禁忌 

1. 本品不得併用 fibrates, gemfibrozil, niacin, cyclosporin, danazol 等藥

品，因易增加肌肉病變或橫紋肌溶解之副作用。  

2. 2.治療前建議執行肝功能檢查。 

注意事項 

1.有活動性肝病或不明原因的血清氨基轉移酵素持續上升超過正常

上限值 3 倍以上之患者禁用。  

2.同時服用抗凝血劑或其他降血脂藥品，請告知醫師。  

3.投藥期間建議防曬。  

4.禁飲酒或葡萄柚汁。  

5.出現嚴重之肌肉酸痛(尤其是腿及背部)請立即告知醫師。 

 

醫令代碼 OLON 

藥品名稱 Lonine 200mg(etodolac) 勞寧止痛膠囊 

成分含量 ETODOLAC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類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部不適便秘本藥品有可能發生罕見但嚴重的皮膚過敏反應如史

蒂文生氏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不良反應如出現喉嚨痛嘴巴

破眼睛癢皮膚紅疹等(請立即停藥就醫) 

用藥指示 三餐飯後、睡前 1 次 

藥品外觀 灰紫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類風濕性關節炎，骨關節炎，止痛。 

懷孕哺乳 
C 級： 

應該只有在判斷對於胎兒利大於弊的情況下使用 

禁忌 

1.本藥不能給予曾經服用本藥,Aspirin,或其他 NSAIDs 產生

asthma,rhinitis,urticaria 或其他過敏反應的病人. 

2.15 歲以下兒童.3.懷孕或授孔婦. 

注意事項 

1.為了降低腸胃道的刺激，本藥應和食物併服。  

2.若出現腸胃道出血的症狀如黑便、血便、嘔吐有咖啡色塊狀物等，

請即時就醫。 

 

醫令代碼 OLOP1 

藥品名稱 GEMD(Gemfibrozil) 300mg 脂福膠囊 

成分含量 GEMFIBROZI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脂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每次 2 粒，一日 2 次。 

藥品外觀 紅白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高酯血症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肝或腎功能不全、原發性膽硬化、膽囊疾病及對本藥過敏之患者禁

用之。 

注意事項 

1.本藥長期投與可能產生膽囊疾病。 

2.本藥應依適應症及用法．用量投與；且若血中脂質濃度無有意義

的降低時，則應停止使用。 

3.本藥可能會增加膽固醇排泄於膽汁中而導致膽結石，此時宜中止

投藥。 

4.本藥併用抗凝血劑時，抗凝血劑的劑量需減量，並維持 prothrombin 

time 於正常，以防止出血，且應經常測定 prothrombin，直至穩定為

止。 

 

醫令代碼 OLOS1 

藥品名稱 OMP(Omeprazole) 20mg 加胃先腸溶膠囊 

成分含量 OMEPRAZOL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氫離子幫浦抑制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噁心.便秘.腹瀉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綠色膠囊 

用途 腸溶膠囊劑 

適應症狀 

十二指腸潰瘍、胃潰瘍、逆流性食道炎、ZOLLINGER-ELLISON 症

候群合併抗生素治療與幽門螺旋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相

關的消化性潰瘍。 

懷孕哺乳  

禁忌 請整粒吞服，勿嚼碎或磨粉使用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LUM 

藥品名稱 Phenobarbital 30mg 苯巴比特魯錠(管 4) 

成分含量 PHENOBARBITA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巴比妥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倦怠,無力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4 級管制) 

1.癲癇:  

成人:100-300 mg hs; max. 600 mg/day. 

5-12 歲兒童:4-6 mg/kg/day in 1-2 doses. 

1-5 歲兒童:6-8 mg/kg/day in 1-2 doses. 

嬰幼兒:5-6 mg/kg/day in 1-2 doses. 

新生兒: 3-4 mg/kg qd, increase to 5 mg/kg/day if needed. 

2.催眠:  

成人:100-320 mg hs. 

3.鎮靜： 

成人:30-120 mg/day. 

兒童:2 mg/kg tid 

藥品外觀 粉紅色圓形錠劑,印有 HT/088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癲癇 

懷孕哺乳 D 

禁忌 對巴比妥類過敏的患者 

注意事項 

1.若有昏沉的感覺，請勿開車或操作機械。停藥時應逐漸進行以免

產生戒斷症狀。 

2.腎功能不全、孕婦使用本品要注意。 

3.應以藥物血中濃度做為劑量增減的指標。 

4.突然停藥可能會導致重積性癲癇（status epilepticus）。 

5.應定期做血液學檢查。 



 

醫令代碼 OMAD1 

藥品名稱 Bendopar(Levodopa+Benserazide) 125mg 賓渡帕膠囊 

成分含量 LEVODOPA, BENSERAZID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治療藥物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食慾不振 

用藥指示 
起始劑量每次飯後，100mg（1 粒），一天兩次，根據反應再調整劑

量。維持劑量為每天 400~500mg（4~8 粒）分次於飯後服用。 

藥品外觀 粉紅色,藍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巴金森氏症。 

懷孕哺乳  

禁忌 不可自行停藥. 

注意事項 可與 MAO-I 一起服用；對患有青光眼之病人，應定期檢查眼內壓。 

 

醫令代碼 OMED1 

藥品名稱 Coheal 可敵咳膠囊 

成分含量 
LYSOZYME CHLORIDE, DEXTROMETHORPHAN HBR, 

POTASSIUM CRESOLSULFONATE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鎮咳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嗜睡,食慾不振,噁心,嘔吐 

用藥指示 服用本藥也許有嗜睡之情況，請小心駕車或操作機械 



藥品外觀 白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鎮咳、袪痰。 

懷孕哺乳  

禁忌 
服用本品可能會有嗜睡現象，應避免開車或操作機械等危險性工

作。 

注意事項 應避免與其他鎮咳祛痰或鎮靜劑併用。 

 

醫令代碼 OMEH 

藥品名稱 METHYCOBAL 250UG 彌可保膠囊 

成分含量 MECOBALAMIN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維生素 B 群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胃部不適或食慾不振 

用藥指示 勿放置於光線直射處 

藥品外觀 紅-深紅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末梢性神經障礙。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MEH5 

藥品名稱 Mecobalamin 0.5mg 美可寶膠囊 

成分含量 MECOBALAMIN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維生素 B 群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胃部不適或食慾不振 

用藥指示 對於從事水銀及其化合物有關之職業者，請避免長期使用 

藥品外觀 紅色膠囊(印有 Shou Chan 文字)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末梢性神經障礙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MEL 

藥品名稱 MELETIN 100mg 脈律循膠囊 

成分含量 MEXILET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可能有腸胃不適、噁心或嘔吐、頭暈、步態不穩等情形。 

用藥指示 
非醫師指示，不可突然停藥；若出現心悸、低血壓、胸痛、或感覺

心跳更不規律，請告知醫師。 

藥品外觀 紅色/橘色膠囊，上有「100mg ST-022」的字樣。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心室性不整律。 

懷孕哺乳 C 

禁忌 竇房結官能障者，傳導障害，心跳過慢，低血壓或心臟、腎臟或肝



臟衰竭。 

注意事項 
1.影響駕駛或操作機械的能力。 

2.如有心臟方面不舒服的任何症狀，請告訴你的醫師。 

 

醫令代碼 OMEP 

藥品名稱 MEPTIN-MIN 25mg 滅喘淨微錠 

成分含量 PROCATEROL HYDROCHLORIDE HEMIHYD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過敏性反應,噁心,嘔吐 

用藥指示 甲狀腺亢進及高血壓患者注意使用 

藥品外觀 白色小圓錠,其中一面印有 22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支氣管氣喘、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諸疾患之氣道閉塞性障礙。 

懷孕哺乳  

禁忌 孕婦，心律不整，心臟阻斷，狹心症，狹角青光眼，休克。 

注意事項 

1.冠狀動脈供血不足，心律失常，高血壓），甲狀腺功能亢進，糖

尿病，或驚厥性疾病患者慎用 

2.與 Epinephrine、Isoproterenol、Catecholamine 併用會引起心 

律不整或心跳停止，最好避免併用。 

3.本劑併用 steroids 和利尿劑等，可能使血鉀降低，引低鉀血症，而

造成心律不整 

4.本劑併用 Xanthine 藥品可能加重低血鉀症和交感神經刺激作用引

起的心血管副作用(例如心跳過速，心律不整等) 

 

醫令代碼 OMESY 

藥品名稱 Trazone 50mg(Trazodone) 暢鬱舒 

成分含量 TRAZODONE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憂鬱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疲勞,激動,頭暈,口乾,鎮靜 

用藥指示 本藥會加強酒精的作用，切勿同時服用 

藥品外觀 圓形.淡粉紅色.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治療各種型態之抑鬱症。 

懷孕哺乳  

禁忌 嚴重肝功能障礙及對本品過敏之病人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MET 

藥品名稱 Metronidazole 250mg 帶寧錠 

成分含量 METRONIDAZOL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抗感染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 金屬味 食慾不振 上腹不適 

用藥指示 男女早晚各服一錠，服用十天 

藥品外觀 黃色圓錠，印有 SWISS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治療陰道滴蟲感染所引起之陰道炎、白帶、阿米巴痢疾、阿米巴肝

腫脹及對 METRONIDAZOLE 具有感受性之厭氣菌所引起之嚴重感

染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MEVA 

藥品名稱 Mevalotin 40mg 美百樂鎮錠 

成分含量 PRAVASTATIN SODIUM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脂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頭痛,消化不良 

用藥指示 懷孕及授乳婦女禁用 

藥品外觀 淡黃色錠劑,上有刻痕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1.高血脂症:對於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及合併高膽固醇血症與高三

酸甘油脂血症之病人，在使用低脂低膽固醇及低卡路里食物療法與

其他非藥物療法(如運動)後，仍不能充份降低膽固醇之情況下，可

並用 MEVALOTIN 以降低血中升高之總膽固醇與低密度脂蛋白質。 

2.初發性預防:對於患有高固醇血症但無明顯冠狀動脈心臟病之病

人，可降低心肌梗塞之初次發作及因冠狀動脈心臟疾病致死之風

險。 

3.再發性預防:對於曾患有明顯冠狀動脈心臟疾病之病人，可降低心

肌梗塞之重複發生、因冠狀動脈心臟疾病致死、需要心臟血管重建

心術、及發生中風或暫時性缺血發作之風險。4.可降低因接受心臟

移植之後續免疫抑制治療產生之移植手術後高脂血症。 

懷孕哺乳 X 

禁忌 

1.對於本品主成分或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止使用本藥品 

2.活動性肝病 

3.哺乳期的母親 

4.孕婦 

5.血清轉氨酶升高，不明原因的持續升高 

注意事項 
1.併用影響：與燕麥至少間隔 2-4 小時，避免影響藥品吸收而降低

療效 



2.患者接受 clarithromycin 劑量應限制在 40 毫克/天 

3.患者接受 cyclosporine, 一開始: 10 mg/day, 最大劑量:20 mg/day. 

4.此類藥品併用 fibrates, niacin, cyclosporin 等藥品時易增加肌 

肉病變或橫紋肌溶解之副作用。除非利大於弊，否則不建議 

併用。若併用時，請醫師留意患者是否產生肌肉無力、疼痛 

等現象並監測其 CK (creatine kinase)，以避免發生急性腎衰竭 

5.有肝病病史或大量飲酒的病患必須謹慎使用 Pravastatin Sodium 

 

醫令代碼 OMGO 

藥品名稱 Mag-Oxide 250mg 氧化鎂 

成分含量 MAGNESIUM OXIDE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瀉劑及緩瀉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瀉 

用藥指示 勿服用過量，如發生不適現象，請立即停藥就醫 

藥品外觀 白色圓型錠劑，刻有 SK/MGO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軟便。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

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腸胃道阻塞、腹痛、嘔吐、噁心者。 

注意事項 
瀉劑不應長期使用，一旦正常排便即應停藥，應儘量以含纖維飲

食，充分攝取水份及運動來改善便祕。 

 

醫令代碼 OMIC 

藥品名稱 MICARDIS(TELMISARTAN) 40mg 必康平錠 

成分含量 TELMISARTA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痛，腹瀉，口乾，消化不良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形錠劑，印有 51H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1.原發性高血壓。 

2.在 55 歲以上，發生主要心血管事件高危險群且無法接受 ACEI 治

療者，本藥品可降低心肌梗塞，中風及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危險。發

生主要心血管事件高危險群包括有冠狀動脈疾病病史者、有周邊動

脈疾病者、中風、短暫性腦缺血發作或證實標的器官已受損的糖尿

病患（胰島素依賴型或非胰島素依賴型）。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1.對本藥之主成分 telmisartan 或其賦形劑過敏者。 

2.懷孕第二期、第三期及授乳婦女。 

3.膽道阻塞性疾病者。 

4.嚴重肝功能損害者。 

注意事項 病人可能會發生高鉀血症，建議應監測血漿中鉀離子濃度。 

 

醫令代碼 OMIN 

藥品名稱 Minidiab 5mg(Glipizide) 泌得贊 

成分含量 GLIPIZ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磺基尿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高警訊藥品★腸胃不適,味覺改變,腹瀉或便秘 

1.一般每日劑量 2.5mg 至 20mg(半錠至四錠)，按病情病況調整之。

較高之每日劑量可分 2 至 3 次於飯前半小時內服用。  

2.老人及肝病患者：一日 1 次，每次半錠  

3.極量：一日 2 次，每次 4 錠 

用藥指示 (若有低血糖症狀.應立即服用含糖飲料)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糖尿病。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本劑不能用於幼年型糖尿病，併發性酮酸血症，高血糖昏迷，併發

性壞疽，嚴重肝腎機能不良，急性感染疾病，嚴重外傷，妊娠，外

科手術以及缺乏胰島素的糖尿病。 

注意事項 

1.若從胰島素改換成本品，則每日至少檢查糖尿和酮體 3 次。  

2.若從長效磺尿素類降血糖藥(如 chlorpropamide t½ 30~40 小時)改換

成本品時，一定要觀查低血糖反應，至少 1~2 星期，因為有可藥效

重疊。  

3.服用本品若有低血糖的症狀，輕微者口服葡萄糖，調整劑量或飲

食控制即可，但是血糖要密切監測 5~7 天；嚴重者要緊急住院控制

血糖，以保持血糖高於 100mg/dℓ。 

 

醫令代碼 OMOD 

藥品名稱 MODURETIC 安立壓錠 

成分含量 
AMILORIDE HCL, HYDROCHLOROTHIAZIDE (EQ TO 

3,4-DIHYDROCHLOROTHIAZ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利尿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頻尿,口乾,食慾不振 

用藥指示  每天 0.5～2 錠，依需要調整劑量，但每天勿超過 4 錠 

藥品外觀 淡橘色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利尿、高血壓 

懷孕哺乳 D 級:對胎兒有危險性 

禁忌 1.高血鉀症 2.孕婦及授乳婦 3.腎功能損害者 

注意事項 1.勿飲酒 2. 勿開車或操作機械 

 

醫令代碼 OMIR 

藥品名稱 Mirtazapine 30mg 彌鬱停 

成分含量 MIRTAZAPIN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憂鬱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食慾增加,體重增加,暈眩,鎮靜作用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 

藥品外觀 橘色橢圓形，印有 CYH/137 | 137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鬱症。 

懷孕哺乳 C 

禁忌 

本品不可與 MAOI 同時併用，也不可在停止這些藥物後的 2 星期內

使用。本藥可能會影響注意力與警覺性，如騎車，開車或操機械等

應避免或小心 

注意事項 本品不可與 MAOI 同時併用，也不可在停止這些藥物後的 2 星期內



使用。 

 

醫令代碼 OMONOP 

藥品名稱 Fosinopril 10mg 壓速利 

成分含量 FOSINOPRIL SOD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乾咳,頭痛,疲倦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 

藥品外觀 白色菱形錠劑,印有 STD/275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心衰竭。 

懷孕哺乳 D 

禁忌 
與保鉀利尿劑(Spironolactone)或其他含鉀製劑合併使用時，需小心

監測血中鉀離子濃度。 

注意事項 食物會延緩本品之吸收速率，需飯前服用。 

 

醫令代碼 OMOPRI 

藥品名稱 Mozapry 5mg(Mosapride) 胃默適 

成分含量 MOSAPRIDE CITRATE DIHYD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且藥理治療作用未確立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下痢,軟便,口乾,倦怠感 



用藥指示 長效錠，請勿嚼碎或磨粉使用 

藥品外觀 白色長形錠(印有 1/97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消化器官蠕動機能異常引起之不適症狀，包括心窩灼熱、噁心、嘔

吐。 

懷孕哺乳  

禁忌 Gastrointestinal perforation, obstruction, or hemorrhage (exacerbation)  

注意事項 
與心臟節律藥物併用時應監測其心電圖，如有心律不整之情形發

生，應予減少劑量或停藥。  

 

醫令代碼 OMOR  

藥品名稱 Ibuprofen 400mg 伊普錠 

成分含量 IBUPROFEN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類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本藥品有可能發生罕見但嚴重的皮膚過敏反應如史蒂文生氏強生

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不良反應如出現喉嚨痛嘴巴破眼睛癢皮膚

紅疹等(請立即停藥就醫) 

用藥指示 

 1.治療輕度至中度疼痛：每 4～6 小時一次，每次 400mg。 

2.治療關節炎：1 天 3～4 次每次 300～600mg，每天大量不宜超過

2400mg。 

3.解熱：成人 200mg 每 4～6 小時。若仍發燒可增至 400mg，每日最

高劑量 1.2g。兒童(6 個月～12 歲)5～10mg/kg，每日最高劑量

40mg/kg。 

藥品外觀 白色菱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風濕樣關節炎、骨關節炎之消炎、解熱鎮痛 

懷孕哺乳 孕婦用藥安全等級 B；若在妊娠第三期或接近分娩時使用為 D。  

禁忌 

1.消化性潰瘍患者。 

2.重症之血液異常患者。 

3.重症之肝、腎障礙患者。 

4.患有阿司匹靈氣喘或曾有該病歷之患者。 

5.對本劑過敏之患者。 



6.重症之心機能不全患者 

注意事項 

1.儘量避免與其他消炎鎮痛劑合併使用。 

2.勿超過建議劑量，若有副作用產生，應立即停藥就醫。 

3.對小兒及高齡患者，尤須注意有否副作用出現，並以最低之有效

劑量來慎重投與。 

4.如果腸胃不適，可與食物或牛奶共服。 

5.服用本藥通常在 2 星期達療效最佳狀態。 

 

醫令代碼 OMOR-1 

藥品名稱 Morphine 10mg 鹽酸嗎啡錠(管 1) 

成分含量 MORPHINE HCL 

用法用量 立即使用 

藥品分類 阿片類似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高警訊藥品。頭痛.視立模糊.噁心.嘔吐.便秘 

用藥指示 

請勿擅自改變藥量或服藥時間(1 級管制) 

1.morphine sulfate 緩釋錠：30mg 每 8～12 小時。不可磨碎或咬碎。

老年、病重及有呼吸問題的患者須減低劑量。 

2.Morphine HCI 注射劑：a.肌肉或皮下注射：成人 10mg(5～20mg)

每 4 小時。兒童 0.1～0.2mg/kg(最高 15mg)每 4 小時。b.靜脈注射：

成人 2.5～5mg 溶於 4～5ml 注射用水中，緩慢注射 4～5 分鐘。速

度太快會增加不良反應的發生率。c.持續靜脈輸注：用 5%dextrose

液稀釋或 0.1～1mg/ml 以流速控制器輸注。 

藥品外觀 白色錠劑刻有 M 字(請勿擅自改變藥量或服藥時間)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治療中至重度疼痛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對麻醉藥品止痛劑過敏、中毒引起的腹瀉、呼吸衰竭且無人工呼吸



器支持者。 

注意事項 避光儲存、勿開車或操危險機械。 

 

醫令代碼 OMOR-15 

藥品名稱 Morphine 15mg 硫酸嗎啡錠(管 1) 

成分含量 MORPHINE SULFATE 

用法用量 立即使用 

藥品分類 阿片類似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高警訊藥品。頭痛.視立模糊.噁心.嘔吐.便秘 

用藥指示 

請勿擅自改變藥量或服藥時間(1 級管制) 

一般成人劑量：每 4 小時視疼痛情況口服給藥 5-30 毫克。劑量可

因病患個別差異在醫師處方下每次使用數量低於 15 毫克者，建議

採用硫酸嗎啡口服液調整。 

某些癌末嚴重慢性疼痛病患，應每 4 小時定時給予可達足夠止痛效

果之最低劑量。 

由於嗎啡具呼吸抑制作用，年長者、重病者及有呼吸道問題之病患

應減量給藥。 

藥品外觀 白色錠劑刻有 M 字(請勿擅自改變藥量或服藥時間)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重度疼痛之緩解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對嗎啡過敏、嚴重肝功能障礙、嚴重呼吸抑制者、嚴重中樞神經抑

制者、氣喘、慢性肺部疾患繼發心臟衰竭、心律不整、顱內壓升高

者、頭部損傷者、腦部有腫瘤者、急性酒精中毒者、痙攣狀態者、

膽管術後、同時使用 MAO 抑制劑者。 

注意事項 

本藥具成癮性，有藥物依賴之往歷者，應慎重使用。嗎啡會造成耐

受性、心理及生理依賴性，連續使用後突然停藥或同時使用麻醉藥

品拮抗劑將會發生戒斷症狀。 

嗎啡亦會與中樞神經抑制劑產生交互作用，因此對於同時服用其他



麻醉性止痛劑、全身性麻醉劑、Phenothiazines、其他安神劑、安眠

鎮靜劑、三環抗抑鬱劑及其他中樞神經抑制劑（包括酒精）。呼吸

抑制、低血壓及明顯的鎮靜作用或昏迷都可能發生。 

 

醫令代碼 OMOR-3 

藥品名稱 Morphine 30mg 嗎啡長效膜衣錠(管 1) 

成分含量 MORPHINE SULFATE 

用法用量 立即使用 

藥品分類 阿片類似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高警訊藥品。頭痛.視立模糊.噁心.嘔吐.便秘 

用藥指示 

請勿擅自改變藥量或服藥時間(1 級管制) 

1.morphine sulfate 緩釋錠：30mg 每 8～12 小時。不可磨碎或咬碎。

老年、病重及有呼吸問題的患者須減低劑量。 

2.Morphine HCI 注射劑：a.肌肉或皮下注射：成人 10mg(5～20mg)

每 4 小時。兒童 0.1～0.2mg/kg(最高 15mg)每 4 小時。b.靜脈注射：

成人 2.5～5mg 溶於 4～5ml 注射用水中，緩慢注射 4～5 分鐘。速

度太快會增加不良反應的發生率。c.持續靜脈輸注：用 5%dextrose

液稀釋或 0.1～1mg/ml 以流速控制器輸注。 

藥品外觀 紫色圓錠(請勿擅自改變藥量或服藥時間) 

用途 持續性膜衣錠 

適應症狀 緩解嚴重及頑固性疼痛。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對麻醉藥品止痛劑過敏、中毒引起的腹瀉、呼吸衰竭且無人工呼吸

器支持者。 

注意事項 避光儲存。勿開車或操危險機械。 

 

醫令代碼 OMOT 



藥品名稱 Motilium (Domperidone)10mg 癒吐寧錠 

成分含量 DOMPERIDON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暢胃道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暈眩,溢乳,男性女乳症 

用藥指示 

避免過量服用,若要哺乳請告知醫師 

1.慢性消化不良：以口服為佳。成人 1 天 3 次每次 10mg，於飯前 15

～30 分鐘服用，若有需要，可於睡前加服 10mg，小兒 0.3mg/kg，1

天 3 次。 

2.急性及亞性症狀(如噁心、嘔吐、打嗝)：1 天 3～4 次每次 0.6mg/kg

飯前及睡前服用。 

藥品外觀 白色錠劑,刻有 031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噁心、嘔吐的症狀治療，糖尿病引起的胃腸蠕動異常。 

懷孕哺乳 C 

禁忌 

1.對 domperidone 成分過敏者。  

2.患有泌乳激素瘤(prolactinoma)之病人。  

3.刺激胃腸蠕動可能造成危險時，如腸胃道出血、機械性阻塞或穿

孔。 

注意事項 
當同時併用 cimetidine 時，可能需要調整劑量。 2.因本藥具阻斷多

巴胺之作用，所以可能發生乳漏。 

 

醫令代碼 OMUS 

藥品名稱 MUSCOLVON(Ambroxol) 30mg 平痰息 

成分含量 AMBROXOL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去痰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成人:60-180 mg/day (bid-tid). 

兒童:(>12 yr) 60-90 mg/day, (6-12 yr) 30-45 mg/day,  

(2-5 yr) 15-30 mg/day, (<2 yr) 15 mg/day.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CCP-040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袪痰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於本品主成分或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止使用本藥品。 

注意事項 本品無致畸胚的作用，但是於懷孕的前三個月並不推薦服用。 

 

醫令代碼 OMYC 

藥品名稱 Mycostatin 500,000U 寧司泰定膠囊 

成分含量 NYSTATIN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生素-抗黴菌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腹瀉 

用藥指示 

成人:每次 1～2 粒，一天三到四次服用之。（當臨床症狀消失後仍

須繼續服用 48 小時以上，以防其復發）。 

兒童:每次 1 粒，一天四次服用之。 

藥品外觀 深紅色-淡粉紅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腸道念珠菌感染症之預防與治療、當廣效性抗生素或類固醇療法時

併用為念珠菌過度增殖之預防療法。 



懷孕哺乳 C 

禁忌 對於本品主成分或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止使用本藥品。 

注意事項 

1.孕婦之使用其安全性尚未確立，僅限於治療上的有益性大於可能

產生的危險性時使用。 

2.治療期間不要因感染症狀消失就擅自停藥，必須繼續使用到整個

療程結束，否則可能會復發。 

 

醫令代碼 OMYD 

藥品名稱 Toplax 50mg(tolperisone) 妥適膜衣錠 

成分含量 TOLPERISO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骨骼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思睡.四肢無力 

用藥指示 

長效錠，請整粒吞服，勿嚼碎或磨粉使用 

嚴重肝、腎功能不全者不建議服用。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成人一天 3 次，一次 1-2 錠。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其中一面有 105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反覆發生的疼痛性肌痙攣及腦部血管病變所導致之肌張力異常升

高。 

懷孕哺乳  

禁忌 喝酒可能會加重嗜睡副作用，勿飲酒。 

注意事項  用藥前(後)，若準備哺乳請告知醫師。 

 

醫令代碼 ONAP 

藥品名稱 Naposin 250mg(Naproxen) 能百鎮錠 

成分含量 NAPROXEN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類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部不適、便秘 

用藥指示 

不可研磨或剝半 

成人劑量:輕度至中度疼痛或痛經:Initially, 500 mg, then 250 mg q6-8h 

as needed. Max. 1.25 g/day. 

類風濕關節炎，骨關節炎，強直性脊柱炎::500-1000 mg/day in 2 

divided doses. Max. 1.5 g/day. 

小孩劑量:發燒:兒童>2 歲:2.5-10 mg/kg/dose. Max. 10 mg/kg/day.少年

關節炎：兒童>2 歲:10 mg/kg/day in 2 divided doses 

藥品外觀 土黃色腸溶膜衣錠，印有 CCP│D31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急慢性風濕關節炎、關節局部腫脹、強直性脊椎關節炎、脊椎炎、

椎關節炎、關節周圍炎、上腕肩甲骨炎及骨骼肌不適之粘液囊炎、

腱鞘炎之消炎、鎮痛解熱 

懷孕哺乳 C 

禁忌 對於本品主成分或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止使用本藥品。 

注意事項 

1.以足量的冷開水(一杯約八分滿)，直接吞服。此外，吞完藥 15-30

分鐘內不要躺下，讓藥品容易進入腸胃道中。 

2.能百鎮錠可以和食物及制酸劑一起服用。 

 

醫令代碼 ONARC 

藥品名稱 NARCARICIN(Gouless) 50mg 優諾錠 

成分含量 BENZBROMARO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排尿酸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下痢.噁心.尿酸結晶(請多喝水) 



用藥指示 

請依醫師指示服用 

成人:每日 1-3 次，每次一錠;可依年齡、症狀適宜增減之。印有

STD/G08 字樣 

藥品外觀 圓形錠 白色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痛風.高尿酸血症之改善 

懷孕哺乳  

禁忌 禁用於患有腎結石，嚴重腎機能障礙，孕婦。 肝功能異常者。 

注意事項 

1.曾有少數案例引發猛爆性肝炎，初使用的前六個月內及長期使用

時，應定期進行肝功能檢查。 

2.此藥可能會引發急性痛風或尿酸性腎病變，不可於急性痛風期使

用。 

3.為預防結石的產生，病人每天須喝充分的水及使尿液鹼化。 

4.病人須先告知醫師正在服用的其他降尿酸藥品(如 allopurinol)或

抗凝血劑。 

5.避免喝酒，酒精易導致結石尿酸性腎病變。 

6.本藥沒有消炎止痛之效果。 

7 痛風、高尿酸血症、腎功能異常之患者，建議酌予減量。 

8.重度肝功能異常之患者應小心使用。 

 

醫令代碼 ONEU1 

藥品名稱 Neurontin 100MG 鎮頑癲膠囊 

成分含量 GABAPENTIN 

用法用量 本藥可空腹或隨餐口服 

藥品分類 抗痙欒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痛，嗜眠，噁心 

用藥指示 

不可與酒精一同服用 

1.癲癇： 

a.成人及 12 歲以上兒童患者：有效劑量是 900-1800 mg/天，分三次。 

b.3-12 歲兒童患者：起始劑量是 10-15 mg/kg/天，每天三次， 

c.5 歲及 5 歲以上的兒童患者：有效劑量是 25-35 mg/kg/天 



d.3 歲至未滿 5 歲兒童者：有效劑量是 40mg/kg/天 

2.成人神經痛：起始劑量為 900 mg/天，分三等分服用。最高劑量

為 1800 mg/天。 

藥品外觀 白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治療成人及三歲以上兒童局部癲癇發作之輔助療法。帶狀庖疹後神

經痛。 

懷孕哺乳 C 

禁忌 禁用於對此藥物或膠囊中的其他成分過敏的患者。  

注意事項 

1.抗癲癇藥物不應被突然停藥，因其可能增加癲癇發作的頻率。本

藥若要停藥以及(或)要在處方中添加某一替換的抗癲癇藥品時，應

在至少 1 週之中逐漸進行。 

2.服用本藥後，腫瘤發生的可能性，在標準的終生活體內致癌性的

臨床前研究中發現，雄性大鼠(雌鼠則不然)出乎意料地有相當高胰

臟腺細胞癌發生率 

3.患者應被告知：本藥可能導致暈眩、嗜睡、以及其他中樞神經

(CNS)抑制的症狀。因此，應被告知在未衡量出本藥對他們的精神

以及(或)運動能力是否有不良影響之前，不宜開車或操作其他複雜

的機器。 

 

醫令代碼 ONEU6 

藥品名稱 NEURONTIN 600mg 鎮頑癲膜衣錠 

成分含量 GABAPENTIN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痙欒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嗜眠、暈眩、運動失調、倦怠、噁心、嘔吐、眼球震顫。 

用藥指示 使用後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形錠劑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治療成人及三歲以上兒童局部癲癇發作之輔助療法。帶狀庖疹後神

經痛。 



懷孕哺乳 C 級:應該只有在判斷對於胎兒利大於弊的情況下使用 

禁忌 禁用於對此藥物或膠囊中的其他成分過敏的病人. 

注意事項 
1.勿飲酒或葡萄柚汁。 

2.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醫令代碼 ONEX 

藥品名稱 NEXIUM (Esomeprazole) 40mg 耐適恩錠 

成分含量 ESOMEPRAZOLE MAGNESIUM TRIHYD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氫離子幫浦抑制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腹瀉.便秘.噁心 

用藥指示 (飯前服用效果佳) 

藥品外觀 橢圓形 淡粉紅色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胃食道逆流性疾病-糜爛性逆流性食道炎之治療。-胃食道逆流性疾

病之症狀治療。與適當之抗菌劑療法併用，以根除幽門螺旋桿菌，

及治療-由幽門螺旋桿菌引發之十二指腸潰瘍。需要持續使用非類

固醇抗發炎藥(NSAID)之病患。-NSAID 治療相關之胃潰瘍的治療。

-Zollinger-Ellison Syndrome(ZES)之治療。預防消化性潰瘍再出血之治

療。 

懷孕哺乳 B 

禁忌 
禁用於對本藥任何成份、或對其他 benzimidazole 衍生物（如

lansoprazole、omeprazole、pantoprazole 或 rabeprazole）過敏者。 

注意事項 

1.授乳時不建議使用。 

2.使用於 18 歲以下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尚未建立。 

3.肝疾病患者可能須調降劑量。 

 

醫令代碼 ONOM 

藥品名稱 NORMACOL PLUS GRANULES 7MG/包 樂瑪可顆粒 

成分含量 FRANGULA, STERCULIA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瀉劑及緩瀉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道過度活動(腹瀉,腹絞痛,噁心) 

用藥指示 勿咀嚼或壓碎,配合充分水份吞服 

藥品外觀 內服顆粒劑 

用途 內服顆粒劑 

適應症狀 緩解便秘 , 體重調節 

懷孕哺乳 B 

禁忌 
1.對於本品主成分或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止使用本藥品。 

2.腸阻塞，糞便嵌塞，腸道完全無張力禁止使用 

注意事項 

1.潰瘍性結腸炎者,孕婦於懷孕 3 個月初期應小心使用。 

2.勿於就寢前服用特別是老年人 

3.本品為天然纖維產品，能自然保持腸正常的活動，避免刺激性瀉

下劑的危險。 

 

醫令代碼 ONOO 

藥品名稱 Picetam 400mg(Piracetam) 必舒坦 

成分含量 PIRACETAM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呼吸及大腦興奮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頭暈,頭痛 

用藥指示 
成人：每次 800mg，每天 3 次。(當症狀改善改為 400mg，每天 3 次)。 

兒童：30 ～ 50mg/kg/ 天，分三次。 

藥品外觀 橘-白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對腦血管障礙及老化所引起之智力障礙可能有效 

懷孕哺乳  

禁忌 腦內出血,腎病末期病人禁用本藥 



注意事項 服藥後、請小心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醫令代碼 ONOOT 

藥品名稱 NOOTROPIL1200mg(PIRACETAM) 敏思清膜衣錠 

成分含量 PIRACETAM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呼吸及大腦興奮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運動機能抗進、體重增加、神經質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橘色橢圓錠劑,一面印有 PM009 之標誌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1.腦血管障礙及老化所引起的智力障礙可能有效。 

2.皮質性陣發性抽搐之輔助療法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本劑過敏者禁用；腦內出血、或腎疾末期(ESRD)病人禁用本劑。 

注意事項 

1.本劑會通過胎盤 ，新生兒體內的藥品濃度約為母體的 70~90 %，

因此懷孕期間 

不應使用。 

2.本劑會滲入乳汁，因此授乳期間應避免使用。 

3.本劑會影響血小板的凝集，因此有止血考量的患者(特別是動手

術或嚴重出血)需特別注意。 

4.對皮質性陣發性抽慉的患者，應避免驟然停藥。 

5.腎功能障礙患者需視其腎功能的狀況調整劑量。 

6.有案例顯示，與 Thyroid 抽取物併用時，發生紊亂、刺激及睡眠

障礙的現象。 

7.若同時併用抗凝血劑 warfarin 之患者，請務必告知醫師 

 

醫令代碼 ONORV 

藥品名稱 AMLODIPINE 5mg 安壓得穩錠(台廠) 

成分含量 AMLODIPINE (BESYL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頭暈.噁心,偶有下肢水腫 

用藥指示 
(若下肢水腫.呼吸困難請停藥就醫) 

一天ㄧ次 

藥品外觀 方形.白色.錠劑 印有 ccp 和 C62/5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心絞痛。 

懷孕哺乳  

禁忌 
禁用於對 Amlodipine、Dihydropyridine 類化合物或任何賦形劑過敏

的患者 

注意事項 勿與葡萄柚汁併用 

 

醫令代碼 ONORV1 

藥品名稱 NORVASC(Amlodipine) 5mg 脈優(原廠) 

成分含量 AMLODIPINE BESYL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頭暈.噁心,偶有下肢水腫 

用藥指示 

(若下肢水腫.呼吸困難請停藥就醫) 

1.心絞痛：成人 5-10 毫克 QD。 

2.高血壓： 

成人，最初:2.5-5 毫克 QD，維持:5-10 毫克 QD，最大:10 毫克 QD。 



兒童>6 歲:2.5-5 毫克 QD。 

藥品外觀 方形.白色.錠劑 印有 pfizer 和 NVO/5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心絞痛。 

懷孕哺乳 C 

禁忌 本品禁用於對 dihydropyridines 敏感的病人。 

注意事項 

1. 本品過量引起臨床上明顯的低血壓，須要給予主動的心臟血管支

持性治療，包括監測心臟和呼吸功能，抬高四肢，注意循環液體積

和尿量。 

2. 孕婦及授乳之使用本品宜小心。 

3. 本品可能造成頭暈、目眩，病人在站立或走路時應小心扶持。 

4. 使用於有固定性左心室流出障礙（大動脈狹窄）、或鬱血性心衰

竭的患者，應特別注意。 

5.忌用食物：葡萄柚汁 

 

醫令代碼 ONOV 

藥品名稱 Novamin tablets 5mg (Prochloroperazine) 洛嘔寧錠 

成分含量 PROCHLORPERAZINE MALE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止吐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思睡.口乾.便秘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勿服用過量 

口服：成人每日服用 3 次，每次 1 錠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印有 YS/RM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精神病狀態、噁心嘔吐 

懷孕哺乳  

禁忌 嚴重心臟病患者、老人均需依照醫師指示，謹慎服藥 

注意事項 使用本藥時，不宜飲酒。 

 

醫令代碼 ONTG 

藥品名稱 Nitrostat 0.6 mg(Nitroglycerin) 耐絞寧錠 



成分含量 NITROGLYCERIN 

用法用量 需要時使用 

藥品分類 血管擴張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高警訊藥品。頭痛,胃不舒服,眼花 

用藥指示 請勿與 Viagra 威爾剛併用 

藥品外觀 白色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狹心症之治療及預防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嚴重貧血、顱內壓昇高、以及對 Nitoglycerin 或其成分或其他硝酸

鹽(nitrates)或亞硝酸鹽(nitrites)過敏之患者。 

注意事項 

1.以最低有效量來緩解心絞痛之發作，切忌以大量至耐增加。 

2.本品由口腔及舌下服用，不可咬碎，切記勿吞服，如發生視力模

糊或口乾現象即須停藥。 

3.過量投與 Nitroglycerin 會引起嚴重頭痛，不可與 Viagra 併用。 

 

醫令代碼 OPA 

藥品名稱 PARIET F.C(Rabeprazole)20mg 百抑潰 

成分含量 SODIUM RABEPRAZOL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氫離子幫浦抑制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下腹疼痛，暈眩，倦怠感 

用藥指示 

本品不宜嚼碎或壓碎 

成人每日一次，每次 10 mg，而後依症狀調整劑量至每次 20 mg；

一般胃潰瘍、逆流性食道炎的治療期限為 8 週，而十二指腸潰瘍為

6 週。本藥沒有充分的長期使用經驗，所以不建議使用於維持療法。 

藥品外觀 鵝黃色小圓錠 

用途 腸溶膜衣錠 

適應症狀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合併抗生素治療與幽門螺旋桿菌

(HELICOBACTER PYLORI)相關的消化性潰瘍、胃食道逆流疾病之

治療。 

懷孕哺乳 B 

禁忌 
禁用於對 rabeprazole 或該製劑任何成份、或其他 benzimidazole 衍生

物（如 lansoprazole 或 omeprazole）過敏者。 

注意事項 

1.肝疾病患者可能須調降劑量。 

2.本藥使用於 18 歲以下患者的安全及有效性尚未建立。 

3.本藥是否分泌至乳汁尚無資料，因此授乳時不建議使用。 

 

醫令代碼 OPAN 

藥品名稱 Panadol(Acetaminophen)500mg 得百利寧錠 

成分含量 ACETAMINOPHEN (EQ TO PARACETAMO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止痛劑及解熱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發疹、噁心、頭暈、耳鳴等症狀應停藥就醫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勿服用過量 

藥品外觀 黃色長型錠劑，印有 867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退燒、止痛(緩解頭痛、牙痛、咽喉痛、關節痛、神經痛、肌肉酸

痛、月經痛)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

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1.服用後，若有發疹、發紅、噁心、嘔吐、食慾不振、頭暈、耳鳴、

喉嚨疼痛、心跳加快、排尿困難、視覺模糊等症狀時，應立即停藥

就醫。 

2.除非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服用本類藥品時，不得併服其他

藥品或併服含酒精飲料。  

3.除非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3 歲以下不得服用此藥。 

4.曾經因藥物引起過敏症狀者，使用前必須請教藥師、藥劑生或醫

師。 

5.酒精警語:若你每天喝三杯或更多之酒續性飲料，請詢問你的醫

師，你是否能服用 Acetaminophen 或其他解熱鎮痛劑，因為

Acetaminophen 可能造成肝損害。 

注意事項 

1.須置於小孩接觸不到之處。  

2.避免陽光直射，宜保存於陰涼之處。 

3.除非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孕婦及授乳婦不建議自行使用。 

4.勿超過建議劑量，若有副作用產生，應立即停藥就醫。 

 

醫令代碼 OPE 

藥品名稱 PETHO(Pipethanate)10mg 倍爽糖衣錠 

成分含量 PIPETHANATE ETHOBROM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Ani\timuscarinics/antispasmodics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口渴或便秘 

用藥指示 通常一次 1-2 錠，一日 3-4 次，小孩酌減。 

藥品外觀 粉綠色小圓錠 

用途 糖衣錠 

適應症狀 胃腸管道、膽囊、膽道、尿路痙攣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綠內障，前列腺肥大病人禁用本劑。 

注意事項 綠內障.前列腺肥大者禁用 

 

醫令代碼 OPERA 

藥品名稱 CYTADINE(Cyproheptadine)4mg 喜達鎮錠 

成分含量 CYPROHEPTAD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組織胺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睡意,食慾不振,喉鼻乾燥 

用藥指示 服用本藥也許有睡意之情況，請小心駕車或操作機械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一字/三角形)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過敏症、搔癢症、氣喘症、組織胺性頭痛 

懷孕哺乳 C 級:應該只有在判斷對於胎兒利大於弊的情況下使用 

禁忌 尿液滯留.消化性潰瘍.授乳婦.服用 MAO 抑制劑者 

注意事項 1.勿飲酒。2.服藥後，請勿開車。 

 

醫令代碼 OPERSA 

藥品名稱 Dipyridamole 25mg(Dipyridamole) 所雷帝糖衣錠 

成分含量 DIPYRIDAMOL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血管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暈眩,噁心,心跳加速 



用藥指示 

服用本藥,從躺臥或坐姿起立時時請小心 

宜於空腹(飯前一小時或飯後兩小時)伴一大杯(240ml)水服用，吸收

較快。為減少胃腸刺激，可於飯中或飯後服用。 

建議之用法用量如下，除非醫師另有處方： 

慢性狹心症患者一次 25 mg ，一日三次。 

藥品外觀 橘色圓形錠 

用途 糖衣錠 

適應症狀 對於慢性狹心症之治療可能有效。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此藥過敏者 

注意事項 
需空腹服用(飯前一小時或飯後二小時)效果較佳,低血壓病患需注

意因會使週邊血管擴張。  

 

醫令代碼 OPL 

藥品名稱 Felo 10mg(Felodipine) 費洛持續放膜衣錠 

成分含量 FELODIPI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CALCIUM CHANNEL ANTAGONISTS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頭暈.噁心(若下肢水腫.呼吸困難請停藥就醫) 

用藥指示 
劑量依個人需要做調整，每日 5～10mg，一天一次，早上服用，

不可咬碎或磨碎服用。 

藥品外觀 棕色圓錠，印有 IO/AEM 字樣 

用途 持續釋放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壓、心絞痛。 

懷孕哺乳 C 級:應該只有在判斷對於胎兒利大於弊的情況下使用 

禁忌 勿併服酒或葡萄柚汁。 

注意事項 本藥不可與葡萄柚汁併服 

 

醫令代碼 OPLA 

藥品名稱 PLAQUENIL (Hydroxychloroquine)200mg 必賴克婁錠 

成分含量 HYDROXYCHLOROQUINE SULFATE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晩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抗瘧原蟲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視力改變.皮疹.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依體重計算，成人劑量為 200 毫克（每日一錠）或 400 毫克（每

次一錠，每日兩次）;兒童每日劑量以不超過每公斤 6.5 毫克為原則。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HCQ/200.(孕婦禁用)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圓盤狀及全身性紅斑性狼瘡、慢性多形日光疹、慢性風濕性關節

炎、鐮狀瘧原蟲和間日瘧原蟲引起之瘧疾。 

懷孕哺乳 C 

禁忌 
依體重計算，成人劑量為 200 毫克（每日一錠）或 400 毫克（每

次一錠，每日兩次）;兒童每日劑量以不超過每公斤 6.5 毫克為原則。 

注意事項 

1.如使用超過建議的最高劑量，會增加視網膜病變的機會並加速其

發病。故所有病人在服藥前應先接受眼科檢查，並且至少每隔 12

個月重覆一次。 

2.下列病患應小心使用本藥：肝腎功能疾病、嚴重的腸胃道功能不

全、神經或血液疾病、對 quinine 敏感以及 G6PD 缺乏的病人、吡咯

紫質沉著症及牛皮癬。 

3.有遺傳性半乳糖耐受性問題、the Lapp 乳糖缺乏或葡萄糖-半乳糖

代謝異常者，不應使用本藥物。 

 

醫令代碼 OPLAV 

藥品名稱 Carvetone(Clopidogrel) 75mg 固栓宜膜衣錠(台廠) 

成分含量 CLOPIDOGREL HYDROGEN SULF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且藥理治療作用未確立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出血(如:瘀傷,血腫,流鼻血,血尿) 



用藥指示 粉紅色圓形膜衣錠 

藥品外觀 粉紅色圓形印有 CCP153 膜衣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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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之粥狀動脈硬化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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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上升之急性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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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孕哺乳  

禁忌 

1.對藥品主成份或其他非活性成份過敏者。 

2.嚴重肝功能不良的患者。 

3.正在出血的患者如消化性潰瘍或顱內出血的患者。 

4.懷孕及授乳婦 

注意事項 併用 Clopidogrel 與 ASA 超過四個星期的效益尚未確立。 

 

醫令代碼 OPLAVI 

藥品名稱 Plavix (Clopidogrel) 75mg 保栓通膜衣錠(原廠) 

成分含量 CLOPIDOGREL HYDROGEN SULF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且要理治療作用未確立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出血(如:瘀傷,血腫,流鼻血,血尿)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 

每天 75mg，一天一次，可和食物併用或分開使用。 

藥品外觀 粉紅色圓形雙凸膜衣錠 75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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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合

接受 Vitamin K antagonists 的心房纖維顫動患者，併有至少一個發

生血管事件危險因子，且屬於出血危險性低者，可與 ASPIRIN 併

用以預防粥狀動脈栓塞及血栓栓塞事件，包括中風。 

懷孕哺乳 B 

禁忌 
1.胃潰瘍及嚴重肝疾病患者請勿使用 

2.對 Clopidorel 或保栓通任何成份過敏者，請勿使用。 

注意事項 

1. Clopidogrel 應小心使用於可能有出血危險的病人(如：創傷、手術

或其他病理狀況的病人)。若病人選擇手術治療且不希望在手術期

間有抗血小板作用者，應於手術前 7 天停止使用 Clopidogrel。

Clopidogrel 會延長出血時間，應小心使用於罹患可能病發流血病變

的病人(特別是胃腸道和眼內出血的病人)。  

2. 服用 Clopidogrel 的病人應被告知當受傷時，傷口只寫所需要的時

間可能會比平常更長一點，若發現任何不正常出血狀況時， 應立

即看醫師。 

 

醫令代碼 OPLE 

藥品名稱 Fepine 5mg(Felodipine) 菲可平持續釋放膜衣錠 5 公絲 

成分含量 FELODIPI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頭痛.噁心(若下之水腫.呼吸困難請停藥就醫)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本藥不可與葡萄柚汁併服) 

1.高血壓：每日劑量應從 5mg 天/次開始。若需要，劑量可再增加

或併用其他降壓藥。維持量通常是 5mg 至 10mg 一天/次。老年病

人應考慮從 2.5mg 開始治療。 

2.心絞痛：每日劑量應從 5mg 一天/次開始。需要時可增加至每日

一次 10mg。 

藥品外觀 粉土色圓錠.(本藥不可與葡萄柚汁併服) 

用途 持續釋放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壓、心絞痛。 

懷孕哺乳 C 

禁忌 

1.包括早期之懷孕、授乳。 

2.未代償性心衰竭、急性心肌梗塞、不穩定性心絞痛。 

3.對已知 Felodipine 過敏的患者禁止使用本產品 

注意事項 

1.本藥與 digoxin 以及細胞色素 P450 的誘發劑和抑制劑會產交互作

用。 

2.本藥不影響心臟功能，故適於冠狀動脈性心臟病、心衰竭、腎臟

病、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壓患者。 

3.投與本藥後 2~5 小時血壓會下降，隨後又跟著反射性心跳速率而

上昇(約 5-10bpm)。 

4.定期心肌檢查。 

5.手術前 24 小時停藥。 

6.本品不可剝半或磨碎服用。 

 

醫令代碼 OPLET 

藥品名稱 Loata tablets 50mg(Cilostazol) 羅達錠(台廠) 

成分含量 CILOSTAZO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且藥理治療作用未確立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每日早晚各一次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印有 CCP/C90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使用於無休息時疼痛及周邊組織壞死之間歇性跛行病人（周邊動脈

疾病 Fontaine stage II），用於增加最大及無痛行走距離及經生活模

式改變（包含戒菸及運動計畫）及其他治療後，仍無法充分改善間

歇性跛行症狀病人之二線治療。無法耐受 aspirin 且屬非心因性栓塞

之腦梗塞患者，以預防腦梗塞之再復發。 

懷孕哺乳  

禁忌 請勿與葡萄柚汁並服 

注意事項 緩解間歇性跛足的症狀 



 

醫令代碼 OPLETA 

藥品名稱 PLETAAL(CILOSTAZOL) 50mg 普達錠(原廠) 

成分含量 CILOSTAZO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且藥理治療作用未確立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1.每天二次，每次 100 mg，於早、晚餐至少半小時前或二小時後服

用。 

2.腎衰竭或輕度肝功能不全者，不需調整劑量，但若用於中至重度

肝功能受損者，仍需小心，因臨床試驗中未針對此族群作研究。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使用於無休息時疼痛及周邊組織壞死之間歇性跛行病人（周邊動脈

疾病 Fontaine stage II），用於增加最大及無痛行走距離及經生活模

式改變（包含戒菸及運動計畫）及其他治療後，仍無法充分改善間

歇性跛行症狀病人之二線治療。無法耐受 aspirin 且屬非心因性栓塞

之腦梗塞患者，以預防腦梗塞之再復發。 

懷孕哺乳 C 

禁忌 
1.禁用於對本藥過敏者。 

2.禁用於任何程度的鬱血性心衰竭患者。 

注意事項 

1.服藥期間，避免餵乳。 

2.併用 CYP3A4 抑制劑（如 ketoconazole、itraconazole、erythromycin、

diltiazem）或 CYP2C19 抑制劑（如 omeprazole），宜減量為 50 mg，

一天二次。 

3.服藥期間，避免飲用葡萄柚汁。 

4.若為易於出血之患者。請小心避免受傷。使用軟毛牙刷、電動刮

鬍刀。 

5.高脂肪食物會增加吸收, Cmax 約增加 90%, AUC 約增加 25%。 

 

醫令代碼 OPR 



藥品名稱 progor(Nakasser SR)120mg 能得爽膠囊 

成分含量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下肢水腫,頭痛,臉部潮紅,心悸,口乾 

用藥指示 持續性藥效膠囊劑 

藥品外觀 白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 

懷孕哺乳  

禁忌 服藥期間請勿飲酒 

注意事項 

1.膠囊請整顆以足量水吞服，膠囊內的顆粒不可弄破。 

2.每日於固定時間服用。 

3.因用藥後可能有頭暈情形，不了解藥品對您的影響前請避免開車

或操作危險器械 

 

醫令代碼 OPR1 

藥品名稱 PROGOR/ Diltiazem 180mg 保樂康膠囊 

成分含量 DILTIAZEM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下肢水腫,頭痛,臉部潮紅,心悸,口乾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 

藥品外觀 白色膠囊 



用途 持續性藥效膠囊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PRE 

藥品名稱 Donison 5mg(Prednisolone) 樂爾爽錠 

成分含量 PREDNISOLONE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晩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腎上腺素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水腫(月亮臉,水牛肩) 

用藥指示 

1. 通常成人初期一日四至六錠(即 20mg-30mg)分四次(飯後及就寢

前)，或分兩次(早晚)投給之。繼續此量數日至症狀好轉後，每二至

三日遞減半錠或一錠(即 2.5mg-5mg)，直到最低有效維持量。最低有

效維持量通常為一日半錠至四錠(2.5mg-20mg)。如在維持量投給

中，有病狀再發之症候，則須漸次增加用量以抑制症狀。 

2. 急性惡化的多發性硬化症：200mg 每天一次，治療 7 天後隔日使

用 80mg，治療 1 個月。 

藥品外觀 黃色圓錠，印有 ccp/c03 字樣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僂麻質斯性疾病、異常反應性疾病、皮膚病 

懷孕哺乳 C 

禁忌 
1.對具有活動性病變之結核症，禁止使用。 

2.對於本品主成分或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止使用本藥品。 

注意事項 

1.急慢性感染症，使用時請同時併用適當的化學療法劑或抗生素藥

品以治療感染疾病。 

2.對消化管障害如胃腸潰瘍，務請特別注意。 

3.因主要副作用引起浮腫，血壓上升，尤以腎臟疾患及高血壓患者

應注意。 

4.糖尿病患者使用時有增加 Insulin 藥量的必要者請注意。 

5.對於有精神病因素者多加注意。 



6.服用本劑期間請充分補充蛋白質。 

7. 長期使用可能引起副腎皮質機能之退化，故宜於停藥期間，加投

ACTH 以刺激副腎機能，但欲停藥時不可急行中斷，必須慢慢減量

至完全中止。 

 

醫令代碼 OPRI 

藥品名稱 PRIMPERAN 10mg(Metoclopramide) 普寧朗 

成分含量 METOCLOPRAMID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晩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腸胃道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腹瀉 

用藥指示 
請依醫師指示服用,勿服用過量 

 一日 3~4 次, 每次 1 錠 .  

藥品外觀 圓凸形 黃色糖衣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預防嘔吐、逆流性消化性食道炎、糖尿病引起之胃腸蠕動異常 

懷孕哺乳  

禁忌 1.避免喝酒。2.謹慎從事開車或危險工作。 

注意事項 自覺不適請回診。 

 

醫令代碼 OPRO 

藥品名稱 Diclocin capsules 250mg(Dicloxacillin) 德可信膠囊 

成分含量 DICLOXACILLIN (SODIUM) 

用法用量 每十二小時一次 

藥品分類 抗生素-青黴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腹瀉 

用藥指示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輕度至中度感染時每日四次，每次 125mg.(1/2 膠囊)。 

嚴重感染時每日四次，每次 250mg-500mg。 

藥品外觀 藍黃色膠囊，印有 KDM-DC250 字樣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

菌引起之感染症 

懷孕哺乳  

禁忌 有 penicillin 過敏症病史之患者 

注意事項 飯前服用，未用完藥請丟棄 

 

醫令代碼 OPROC 

藥品名稱 PROCIL (Propylthiouracil) 50mg 普樂治錠 

成分含量 PROPYLTHIOURACI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甲狀腺製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短暫發燒,皮膚癢 

用藥指示 

Propylthiouracil 之最初用量 0.05g 每隔 8 小時服用一次，對於輕症

每次 0.05g 一日二次。 

甲狀腺割除前之治療在手術前 2~3 星期與碘劑同時給藥似乎較為

有益，Propylthiouracil 並不抑制已造成而貯藏於腺內之 Thyroxin 

之作用。故須待數日即至數星期後（即待貯蓄之 Thyroxin 消失後）

始出現甲狀腺機能減低之療效。通常基礎代謝率約需 6～8 星期始

恢復正常。偶有需時數月者，至於大腺狀甲狀腺腫或曾以碘劑治療



之病例更需較長時日方能出現療效。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甲狀腺機能亢進症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1.對本劑過敏的患者禁用。 

2.服用本劑後肝功能情況惡化者禁用。（本劑使用後肝機能惡化病例

中，繼續使用會產生嚴重肝炎） 

注意事項 

1.肝功能障礙的患者：因為肝功能障礙而更加惡化者，且有定期充

分的觀察檢查肝功能，且檢查結果又符合臨床症狀的時候，停止使

用本劑並作肝功能檢查與觀察。  

2.有中度以上的白血球減少症和血液障礙的患者，應慎重投與。 

 

醫令代碼 OPROV 

藥品名稱 PROVERA 10mg(Medroxyprogesterone) 普維拉錠 

成分含量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黃體脂酮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痛,乳房不適,體重增加 

用藥指示 

1.口服─a.無法開刀、復發、轉移之子宮內膜癌：每日 200～400mg。

b.腎上腺瘤：每日 200～400mg。c.非懷孕所致的繼發性停經：每日

2.5～10mg 使用 5～10 天，於預估或計算得的週期之 16 至 21 天開

始使用。治療應連續重複 3 個週期。d.無器官病變之不正常子宮出

血：每日 2.5～10mg，使用 5～10 天，於經預估或計算出的週期之

16 到 21 天閞始使用。治療應連續 重複 3 個週期。e.週期性動情素

療法之輔助療法：每日 10～20mg，於每一動情激素治療週期之最

後 7～10 天使用。f.子宮內膜異位：月經週期第一天開始服用，每

日三次，每次 10mg，連續 90 天。g.青春發動期過早：每日 10mg。 



2.注射︰a.乳癌：起始劑量每天 500～1000mgIM，連續 4 個星期； 維

持劑 量 500mgIM，一星期 2 次。b.子宮內膜癌：起始劑量 500mg 

IM，一星期 2 次，連續 3 個月； 維持劑量 500mg IM，每星期一次。

c.前列腺癌：起始劑量 500mg IM，每星期 2 次； 維持劑量

500mgIM，每星期一次。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續發性停經以及因非器質性病變(例如纖維肌瘤或子宮癌)的荷爾蒙

失調所造成子宮異常出血。 

懷孕哺乳 

X 級： 

不論是動物或人體的研究試驗中均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

響，且此藥物對懷孕婦女所產生的效益很低，則此藥對妊娠婦女或

可能懷孕的婦女為禁忌使用。 

禁忌 

血栓症、腦中風或有此類病歷之患者，肝功能嚴重受損，未經診斷

之陰道出血，死胎流產，已知對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過敏

者。 

注意事項 

1.醫師應注意血栓症之早期徵象(腦血管疾患，肺栓塞及視網膜血

栓)。若懷疑或發生任何此類症狀應立刻停用藥物。 

2.若突然部份或全部失視力或有眼凸、複視或偏頭痛應停藥作檢

查。如檢查發現乳頭水腫或視網膜血管受損應停藥。 

3.小獵犬以本品治療會產生乳房結節，其中若干為惡性。對照組動

物偶有結節出現，唯均屬良性及間歇性，而接受藥物治療之動物結

節較大。較多且較持續，有若干乳癌且有轉移。這對於人類的意義

尚未確立。 

4."本藥會引起某種程度液體滯留，可能受此因素影響之情況，如癲

癇、偏頭痛、氣喘或心腎功能不佳應小心觀察。若有突破性出血，

及所有不規則性陰道出血，應考慮非功能性因素。若有未經診斷之

陰道出血，應作充分之診斷。" 

5.有精神性憂鬱病史之患者應小心觀察，若憂鬱發至重程度，應停

藥患者年齡非絕對限制因素，唯以 Progestins 治療會掩蓋更年期之

開始。 

6.本品不可用於測試懷孕或疑有懷孕之情況。 

 

醫令代碼 OQUE 

藥品名稱 QUETIAPINE 喜樂平膜衣錠 

成分含量 QUETIAPINE (AS FUMA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精神病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嗜睡,頭暈,口乾,輕微無力 

用藥指示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外觀 橘色圓形錠，印有 S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思覺失調症、雙極性疾患之躁症發作。 

懷孕哺乳  

禁忌 服用本藥請避免開車或操作危險機具 

注意事項 服用本藥請避免開車或操作危險機具 

 

醫令代碼 ORAF 

藥品名稱 Rafax Xr 蘿菲思持續性藥效膠囊 75 mg 

成分含量 VENLAFAX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憂鬱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睡眠障礙，異常疲倦或虛弱，頭暈，口乾，噁心，體重減輕，盜汗，

性功能障礙 

用藥指示 有痙攣發作病史、躁狂病史和肝腎功能損傷者應謹慎小心使用。 

藥品外觀 淡粉紅色 CCP B73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鬱症、 泛焦慮症、社交焦慮症、恐慌症。 

懷孕哺乳 

C 級： 

動物試驗顯示有致畸胎的結果，但沒有針對孕婦或動物有對照組的

研究可證明其危險性。 

禁忌 避免與 MAOIs 併用，至少需停藥 14 天才可開始使用本品。 

注意事項 服藥期間需避免併用酒精性飲料。 



 

醫令代碼 OREN 

藥品名稱 RENITEC 20mg(Enalapril) 益壓穩錠 

成分含量 ENALAPRIL MALE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乾咳,頭痛,疲倦 

用藥指示 

乾咳,頭痛,疲倦 

1. 口服本品錠劑之吸收不受食物的影響，故可於飯前，飯中或飯後

服用。對於各種適應症本品每日常用劑量範圍為，10～40mg 分一

次或兩次服用。至目前為止，臨床研究證實，其每日最大劑量為

80mg。對於腎功能不全，充血性心臟衰竭及正使用利尿劑治療的

病人，應減低其開始治療劑量。 

2. 心衰竭：做為利尿劑與 digitalis 的輔助用藥，初劑量 2.5mg 一天

1～2 次，1～2 週後可依臨床反應調整劑量。嚴密觀察至血壓穏定

後數小時。降低利尿劑劑量可減少低血壓發生率。維持劑量為每日

5～20mg，分 1 或 2 次服用。每日最高劑量為 40mg。 

藥品外觀 淡橘色方形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充血性心臟衰竭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使用本劑並無已知的禁忌症，然而跟其他的藥物一樣，並不排除某

些病人對本品或其成份產生過敏反應的可能性。 

注意事項 

1.症狀性低血壓發生於開始服用本品的病人，較易發生於體液排

空，例如正服用利尿劑、限制食鹽。進行透析、腹瀉或嘔吐的病人，

萬一發生低血壓症狀時，須讓病人採取臥姿，並大量喝水或靜脈注

射生理食鹽水，以補充體液，必要時，可靜脈注射 Angiotenin Ⅱ，



當血液容積與血壓恢復後，通常須繼續以本品治療之。 

2.腎功能不全的病人，須減低本品的劑量或減少給藥次數。 對於一

些兩側或單側腎動脈狹窄的病人，其血中尿素及血清肌胺酸酐

(creatinine)增加的現象，於停藥後即可恢復，此情況於腎功能不全

的病人尤為易見。 

3.充血性心臟衰竭的病人，因使用本品而引起的低血壓現象，可能

會導致嚴重性的腎功能損壞臨床上曾經有過急性腎衰竭的報告，但

這種情常都是可逆性的。 

4.一些腎臟疾病的患者，當同給予本品及利尿劑，會暫時輕微增加

血中尿素及血清肌胺酸酐，這時應減少本品的用量或停用利尿劑。 

 

醫令代碼 OREN5 

藥品名稱 Sintec 5mg(Enalapril) 樂壓錠 

成分含量 ENALAPRIL MALE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乾咳,頭痛,疲倦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 

對各種適應症，其每日常用劑量範圍為 10~40mg，分 1~2 次服用。 

藥品外觀 白色方形錠，印有 ST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高血壓、充血性心臟衰竭 

懷孕哺乳  

禁忌 本藥不可與葡萄柚汁併服 

注意事項 
如病人有腎功能不足或是充血性心衰竭，或已有使用利尿劑治療之

病人，使用本劑時之初劑量應減少。 

 

醫令代碼 OREP 

藥品名稱 Repaglinide[DM](Repaglinide)1mg 柔醣錠 

成分含量 REPAGLIN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抗糖尿病類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痛.腹瀉.噁心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若有低血糖現象立即食含糖食物 

Initial dose: 0.5 mg taken 1-30 min before meals. The starting dose of 

patients transferred from another oral hypoglycemic agent is 1 mg. 

Dosage adjustments should be made at intervals of at least 1 wk or 

more. Max. 16 mg/day.  

藥品外觀 黃色圓形錠，印有 CCP C74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第 2 型糖尿病(NIDDM)無法經由飲食控制、減重及加強運動等方法

達成良好控制者。 

懷孕哺乳 

C 級： 

動物試驗顯示有致畸胎的結果，但沒有針對孕婦或動物有對照組的

研究可證明其危險性。 

禁忌 本品須於用餐前服用，未進食則不需服藥，避免低血糖。 

注意事項 Renal impairment (Clcr 20-40ml/min): initiate 0.5mg with meals. 

 

醫令代碼 ORIF1 

藥品名稱 rifinah 150mg 樂肺寧糖衣錠 

成分含量 
RIFAMPIN (EQ TO RIFAMPICIN) (EQ TO RIMACTAN), 

ISONIAZID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結核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暈眩 

用藥指示 未滿 50 公斤者，每日服用 3 錠的 RFN150 

藥品外觀 淡粉紅色圓形錠劑 



用途 糖衣錠 

適應症狀 結核病 

懷孕哺乳 D 

禁忌 對此成份過敏者禁忌使用。 

注意事項 

1.病人服用時勿自行停藥，並應嚴密監視與留意肝功能反應，如有

肝細胞受損情形嚴重則應立即停藥，並儘速就醫。 

2.肝功能不良之病人，服用時應嚴密監視與留意尤其 S-GOT、S-GPT

應每 2~4 週測定，如有肝細胞受損情形嚴重則應立即停藥。對老年

或營養不良之病人，應補充 Vitamin B6。  

3. rifampin 併用 ritonavir 增加肝毒性 

4.會使尿液、唾液、痰、汗水、淚液變紅色，若配戴軟式隱形眼鏡

可能會因此而染色。 

5.可能會影響口服避孕藥效果，請採取其他避孕方式 

 

醫令代碼 ORIF2 

藥品名稱 RIFINAH 300mg 樂肺寧糖衣錠 

成分含量 
RIFAMPIN (EQ TO RIFAMPICIN) (EQ TO RIMACTAN), 

ISONIAZID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結核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肌肉痛.心口灼熱.噁心 

用藥指示 

(汗液.痰液及淚液呈紅色) 

未滿 50 公斤者，每日服用 3 錠的 RFN150 

 

藥品外觀 淡粉紅色長形錠劑 

用途 糖衣錠 

適應症狀 結核病 

懷孕哺乳 D 

禁忌 對此成份過敏者禁忌使用。 

注意事項 

1.病人服用時勿自行停藥，並應嚴密監視與留意肝功能反應，如有

肝細胞受損情形嚴重則應立即停藥，並儘速就醫。 

2.肝功能不良之病人，服用時應嚴密監視與留意尤其 S-GOT、S-GPT



應每 2~4 週測定，如有肝細胞受損情形嚴重則應立即停藥。對老年

或營養不良之病人，應補充 Vitamin B6。  

3. rifampin 併用 ritonavir 增加肝毒性 

4.會使尿液、唾液、痰、汗水、淚液變紅色，若配戴軟式隱形眼鏡

可能會因此而染色。 

5.可能會影響口服避孕藥效果，請採取其他避孕方式 

 

醫令代碼 ORIFT 

藥品名稱 RIFATER  80MG 衛肺特糖衣錠 

成分含量 
RIFAMPIN (EQ TO RIFAMPICIN) (EQ TO RIMACTAN), 

ISONIAZID, PYRAZINAM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結核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暈眩 

用藥指示 早飯前 1 次 

藥品外觀 淡粉紅色圓形錠劑 

用途 糖衣錠 

適應症狀 結核病 

懷孕哺乳 

C 級： 

動物試驗顯示有致畸胎的結果，但沒有針對孕婦或動物有對照組的

研究可證明其危險性。 

禁忌 

結核病療程較長，請依藥袋指示的劑量及時間服用，勿提早停藥，

以免細菌未殺死使症狀再度發生，且細菌可能會產生抗藥性，感染

症將更難治療 

注意事項 

1.本藥於空腹(飯前 1-2 小時)時服用吸收效果較佳，但若空腹服用會

引發腸胃不適，可以飯後服用。 

2.若過去曾有藥物過敏反應，請告知醫師。服用本藥期間，也請特

別留意是否發生過敏反應，若過敏反應嚴重且持續未改善，請停藥

並就醫，告知醫師您正在服用本藥。 

3.服藥期間請留意副作用是否產生：手腳麻木、痛風發作、特別容

易疲倦等，請回診告知醫師。 

 



醫令代碼 ORIS 

藥品名稱 Risperidon 2mg 瑞波錠 

成分含量 RISPERIDO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精神病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失眠、激躁、焦慮、頭痛、偶有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1.病患應於三天內逐漸調整劑量至每天兩次，每次 3mg。無論急性

或慢性病人，服用本品之劑量為第一天兩次，每次 1mg；第二天兩

次，每次 2mg；第三天兩次，每次增加至 3mg。第三天以後，劑量

可持續不變或視個別情況而加以調整。一般最適當之劑量為每天兩

次，每次 2～4mg。投與劑量超過每天兩次 5mg 時，其療效未必優

於較低劑量，且可能導致錐體外徑副作用。由於每天兩次，每次服

用 8mg 以上之安全性未經評估，請勿超過此劑量。如需加強鎮靜

作用，可添加 benzodiazepine 與本品併用。 

2.老年：建議起始劑量為每天兩次，每次 0.5mg。此劑量可視個體

差異調整，維持每天兩次，每次增加 0.5mg 至每天兩次，每次

1.2mg。在得到進一步治療經驗以前，老年患老使用本品時應特別

小心。 

3.孩童：小於 15 歲孩童之治療經驗尚不足。 

4.腎或肝臟疾病：建議起始劑量為每天兩次，每次 0.5mg。此劑量

可視個體差異調整，維持每天兩次每次增加 0.5mg 至每天兩次，每

次 1～2mg。 

5.RISPERDAL CONSTA 每兩週使用一次,使用內附之安全針注射深

層臀部肌肉。兩臀須交替注射。不能靜脈注射。本藥限由醫師使用。 

藥品外觀 淡橘色、長型錠劑、有 CCP 132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思覺失調症之相關症狀、雙極性疾患之躁症發作、治療失智症病人

具嚴重攻擊性、躁動或精神病症狀、行為障礙和其他破壞性行為障

礙、兒童及青少年自閉症之躁動症狀。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已知對 RISPERDAL 或其任一成份過敏之病人禁用。 

注意事項 

1.由於本品之 α-阻斷作用，可能產生直立性低血壓，在最初劑量調

整期間更應特別注意。本品應小心使用於心臟血管疾病患者(如心

臟衰竭、心肌梗塞、傳導異常、脫水、血容積減少或腦血管疾病)。

並依(用法用量)欄之建議逐漸調整劑量。如有低血壓現象應考慮降

低劑量。 

2.由於具多巴胺接受體拮抗作用之藥物會引起遲發性運動困難，特

徵為節奏性不隨意運動，尤以舌頭與面部最為顯著，而本品亦具有

此項可能性。會報導錐體外徑症狀為產生遲發性運動困難之危險因

子。由於本品較不易產生錐體外徑症狀，故其引發遲發性運動困難

之危險性較其他傳統抗精神分裂症藥物低。一旦產生遲發性運動困

難之徵兆或症狀，應考慮中止所有抗精神病藥物之治療，使用傳統

抗精神分裂症藥物會引起抗精神分裂症藥物惡化症候群，特徵為發

熱、肌肉僵直、自主不穩定、改變意念及 CPK 濃度升高。本品也

不能完全排除產生上述症狀之可能性。在此類病例中，包括本品之

所有抗精神病藥物治療者應停止。 

3.老年與腎或肝功能不全患者，建議起始劑量及隨後之增量皆應減

半。 

4.帕金森氏病患服用本品時應小心，因為可能導致病情惡化。傳統

抗精神分裂症藥物已確定曾降低癲癎發作閥值。雖然本品之試驗並

未顯示此危險性，用於治療癲癎病人時仍應小心。 

5.由於可能增加體重，應告知病人避免飲食無度。 

6.本品可能會干擾需要警覺性之活動。因此，應警告病人在恢復個

人敏感度以前不得駕駛或操作機械。 

7.服用本品可能皮膚會對光敏感，不宜暴曬陽光下。 

 

醫令代碼 ORIV 

藥品名稱 Rivotril 0.5mg(Clonazepam) 克癇平錠(管 4) 

成分含量 CLONAZEPAM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苯二氮平衍生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睏倦,動作不協調,注意力降低 

用藥指示 

避免駕車及操作機械,(4 級管制) 

口服治療：為避免開始治療的不良反應，必須慢慢增加每日劑量至

適合各個病人之維持劑量。嬰兒和 10 歲以下孩童 (或體重 30 Kg 

以下) 的起始劑量為每日 0.01 ~ 0.03 mg/Kg，10 歲以上孩童 (或體

重超過 30 Kg) 的建議起始劑量為每日 1 ~ 2 mg。維持劑量在嬰兒

和 10 歲以下孩童 (或體重 30 Kg 以下) 為每日 0.05 ~ 0.1 mg/Kg，

10 ~ 16 歲孩童 (或體重超過 30 Kg) 為每日 1.5 ~ 3 mg，成人則建

議每日 2 ~ 4 mg。一旦達到維持劑量的程度，每日量可於晚上給予

單一劑量。如劑量必須分開幾次，最大劑量應在晚上給予。維持劑

量最好在治療 1 ~ 3 星期後達到。為確保最理想的劑量調整，嬰兒

應給予滴劑而孩童給予 0.5 mg 錠劑。為方便成人在開始治療時，

服用較低的每日劑量，應給予 0.5 mg 錠劑。 

成人最大治療劑量為每日 20 mg。 

藥品外觀 黃色圓形錠，印有 SK 0.5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癲癇。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禁用於已知對 Clonazepam 或其賦形劑過敏，或有嚴重呼吸不足的

病人。 

注意事項 Benzodiazepines 用於有酒精或藥物濫用史的病人，應非常小心。 

 

醫令代碼 OSAL 

藥品名稱 SALAZOPYRIN 500mg(Sulfasalazine) 撒樂腸溶錠 

成分含量 SULFASALAZINE (SALAZOSULPHAPYRIDI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磺胺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痛,腹瀉 

用藥指示 (尿液或皮膚呈現橘黃色 屬無害) 

藥品外觀 土黃橢圓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CROHN’S DISEASE、

類風溼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

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1.對磺胺類或乙醯水楊酸類藥物過敏者。 

2.急性間歇性吡咯紫質沉著症(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 

注意事項 

1.本藥應於醫師之監視下使用。 

2.曾有骨髓抑制(bone marrow depression)或血小板減少

(leukocytopenia)之副作用報告發生，通常可於開始使用藥物後三個

月內出現且停藥後副作用會消失。 

3.開始治療前應先檢查其血球數，尤其是白血球。病人應監視三個

月，如此病人在臨床上若有輕微徵候，即可發覺，白血球數目減少

是很好的指標。 

4.紅血球及血小板數應於使用前及定期檢查。 

5.腎及肝功能不良之病患應小心使用，且應定期檢查尿液及肝功能。 

6.若有嚴重之毒性或過敏反應時，應立即停用。 

7.葡萄糖六磷去氫(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缺乏之患者

應密切注意有無溶血性貧血(Hemolytic anemia)發生。 

 

醫令代碼 OSCA 

藥品名稱 Acetal (ACETAMINOPHEN) 500mg 汎司錠 

成分含量 ACETAMINOPHEN (EQ TO PARACETAMO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止痛劑及解熱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暈眩 

用藥指示 

發燒或需要時服用，若症狀持續，則每 46 小時可重複服用，成人

每次 12 錠，初次應使用最小建議劑量，再視症狀增減用量，每 24

小時內不可超過 4 次。12 歲以上，適用成人劑量。6 歲以上未滿 12

歲，適用成人劑量之 1/2。3 歲以上未滿 6 歲，適用成人劑量之 1/4。

3 歲以下之嬰幼兒，請洽醫師診治，不宜自行使用。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劑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退燒、止痛（緩解頭痛、牙痛、咽喉痛、關節痛、神經痛、肌肉酸

痛、月經痛）。 

懷孕哺乳  

禁忌 勿飲酒。 

注意事項 勿飲酒。 

 

醫令代碼 OSENO 

藥品名稱 SENNAPUR 20MG 便通樂膜衣錠 

成分含量 SENNOSIDE 

用法用量 每晚使用一次 

藥品分類 瀉劑及緩瀉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痛.腹瀉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使用，勿服用過量 

藥品外觀 圓形.黃褐色錠劑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緩解便秘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1.三歲以下及懷孕禁用。  

2.禁止用於胃腸道阻塞、腹痛、嘔吐、噁心之患者。 

注意事項 

瀉劑不應長期使用，一旦排便正常，即應停藥。除非有醫師藥師指

示，不得連續服用一星期以上。應儘量以含纖維飲食，充份攝取水

分及運動來改善便祕。 

 

醫令代碼 OSER 

藥品名稱 LUTIN 律靜膠囊 10 公絲(管 4) 

成分含量 OXAZOLAM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苯二氮平衍生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睏倦.警覺性及動作協調能力降低 

用藥指示 避免駕車及操作機械(4 級管制) 

藥品外觀 白色膠囊，印有 YS YP 字樣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焦慮狀態。 

懷孕哺乳 C 

禁忌 

1.急性窄角性青光眼及重症肌無力為本品使用禁忌。 2.長期服用

本品，如需停藥時，應逐步降低劑量。 3.孕婦應謹慎使用本品。 4.

投予本藥期間不建議哺乳。 

注意事項 
1.投藥期間勿飲酒，因會加強本品作用。 2.投予本品勿從事開車等

高危險性機械操作。 

 

醫令代碼 OSEV 

藥品名稱 Sevikar 5/20mg 舒脈康膜衣錠 



成分含量 OLMESARTAN MEDOXOMIL, AMLODIPINE BESYL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水腫，腸胃不適，頭暈 

用藥指示 

孕婦不宜使用本藥 

1.一般考慮事項 

Olmesartan medoxomil 通常很少產生副作用，且副作用顯然與劑量

無關，但 amlodipine 的副作用（主要是水腫）則與劑量有關。改變

劑量後 2 週內可達到最大降血壓效果。 Sevikar 可搭配或不搭配食

物服用。 Sevikar 可與其他降血壓藥物併用。使用 2 週後可增加劑

量。Sevikar 的最高建議劑量是 10/40mg。 

2.替代治療  

Sevikar 可以取代其個別的成份。取代個別成份時，若血壓控制仍

不理想，可提高其中一種或兩種成份的劑量。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印有 C73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治療高血壓，此複方藥品不適合用於起始治療。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合併使用本品及含 aliskiren 成分藥品於糖尿病患或腎功能不全患者 

(GFR < 60 ml/min/1.73 m2)。 

注意事項 不良反應通常與其個別成分有關。 

 

醫令代碼 OSEVH 

藥品名稱 SEVIKAR HCT 20/5/12.5mg 舒脈優膜衣錠 

成分含量 

OLMESARTAN MEDOXOMIL, AMLODIPINE BESYLATE, 

HYDROCHLOROTHIAZIDE (EQ TO 

3,4-DIHYDROCHLOROTHIAZ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水腫,疲倦,噁心,嘔吐 

用藥指示 避免用於懷孕或計畫懷孕之婦女，早飯後 1 次 

藥品外觀 淡米色錠劑,其中一面刻有 c51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治療高血壓。本品適用於以 Olmesartan、Amlodipine、

Hydrochlorothiazide 其中兩種成分合併治療，仍無法有效控制血壓

的高血壓病患。 

懷孕哺乳  

禁忌 懷孕婦女應立即停藥，經醫師評估後再決定是否繼續服用。 

注意事項 

1.請按時測量血壓及定時回診 

2.除非醫師有特殊指示，否則不可擅自停藥。 

3.連續假期或旅行前請留意藥量是否足夠。 

4.用藥後如有持續性乾咳，請告知處方醫師。 

 

醫令代碼 OSIB5 

藥品名稱 SIBELIUM 5mg(Flunarizine HCL) 舒腦膠囊 

成分含量 FLUNARIZINE HCL (FLUNARIZINE 2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血管擴張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牙齦增生.牙齦腫.出血 

用藥指示 

眩暈:20 mg tid;  

週邊血管疾病:10-20 mg qd;  

偏頭痛的預防:initially 10 mg hs,maintenance 5-10 mg qd. 

藥品外觀 紅 -黑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噁心、眩暈、迷路障礙、暈動病、末梢血管循環障礙 

懷孕哺乳 D 



禁忌 

1.頭部內出血者禁用之 

2.抑鬱或曾有椎體外徑症狀(EPS)或帕金森氏症之患者。 

3.對於本品主成分或任一賦形劑過敏者，禁止使用本藥品。 

注意事項 

1.懷孕婦女最好不使用。 

2.本品治療可能會引起抑鬱及椎體外徑症狀或顯示帕金森氏症，尤

其是有易罹患因素的人、如老年人，於使用本品時應謹慎小心。 

 

醫令代碼 OSILY 

藥品名稱 Livorin capsules 150mg (Silymarin) 利肝臨膠囊 

成分含量 
SILYMARIN (EXSICCATED FRUCTUS CARDUI MARIANUS 

EXTRACT)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腸胃道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每天 3 次，1 次 1 粒，飯後服用，可依實際情況，酌予增減量，通

常每天 2~6 粒。 

藥品外觀 褐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慢性肝病、肝硬變及脂肪肝之佐藥。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SIN 

藥品名稱 Monteka 5mg(Montelukast) 蒙地卡咀嚼錠 

成分含量 MONTELUKAST SOD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治療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昏睡 

用藥指示 請咀嚼使用 

藥品外觀 淡粉橘色，印有 CCP D78 字樣 

用途 咀嚼錠 

適應症狀 

適用於預防與長期治療成人及小兒的氣喘，包含預防日間及夜間氣

喘症狀，及防止運動引起的支氣管收縮。緩解成人及小兒的日間及

夜間過敏性鼻炎症狀(Allergic Rhinitis)。 

懷孕哺乳 B 

禁忌 
1.本品不可驟然取代吸入或口服皮質類固醇。  

2.本品不可用於急性氣喘發作。 

注意事項 

1.治療氣喘，建議於夜間投藥。  

2.氣喘病友應隨身攜帶急救藥品。  

3.本品含有乳糖，半乳糖不耐症患者不建議使用。 

 

醫令代碼 OSING 

藥品名稱 Montelukast(Montelukast) 10mg 息喘膜衣錠 

成分含量 MONTELUKAST SOD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未分類治療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思睡.疲倦感或暈眩 

用藥指示 

Montelukast 的用法為每日只須服用一次。治療氣喘時，必須於夜間

服藥。用於季節性過敏性鼻炎患者，可視個人需要決定服藥時間。 

同時患有氣喘及季節性過敏性鼻炎的患者，則須於夜間服藥，每日

只須服用一次。 

15 歲以上成人氣喘及/或季節性過敏性鼻炎的患者：15 歲以上成人

使用劑量為每日服用一粒 10 mg 膜衣錠。 



藥品外觀 方形，印有 CCP 143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適用於預防與長期治療成人及小兒的氣喘，包含預防日間及夜間氣

喘症狀，及防止運動引起的支氣管收縮。緩解成人及小兒的日間及

夜間季節性過敏性鼻炎症狀(Allergic Rhinitis)。 

懷孕哺乳  

禁忌 勿嚼碎或磨粉使用 

注意事項 長效劑型，請整粒吞服，勿嚼碎或磨粉使用 

 

醫令代碼 OSLO 

藥品名稱 Radi-k tablets 595mg(potassium) 鉀順錠 

成分含量 POTASSIUM GLUCON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補充溶液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困倦,高血鉀 

用藥指示 一日 3~9 錠分 2~3 次服用。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血鉀過低症（因手術前後、使用藥物、瀉肚、心臟病引起之血鉀過

低症） 

懷孕哺乳  

禁忌 腎功能障擬、腎功能低下及細尿管、輸尿管病變患者請謹慎服用。 

注意事項 

1.低鉀狀態時作為鉀的補充劑，使用前必須先檢查血清中鉀值、鈉

值及尿量。  

2.使用中定期檢查血清中鉀值、尿量和尿中鉀值鈉值的比率以及腎

功能。  

3.長期使用時，血中及尿中鉀值、腎功能、心電圖最好定期檢查。 

4.對 Addison's disease（安迪生氏病）患者，必須施以適當的安迪生

氏病療法。 

5.由於原發性 Aldosteronism（醛固酮過多症）引起之低鉀症，請與

醛固酮拮抗劑併用。 



 

醫令代碼 OSODO 

藥品名稱 Sod-bicarbonate 300mg 碳酸氫鈉錠 

成分含量 
SODIUM BICARBONATE ( EQ TO 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鹼化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勿服用過量 

通常成人 1 次 0.5-1.5 錠，1 日服用 1-4 次，飯後 1 小時及睡前或需

要時服用，小兒劑量視年齡酌減。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代謝性酸中毒之鹼化劑。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有高血壓、心臟病、腎疾患、腹水、水腫之患者禁止使用本劑。 

注意事項 

1.肝功能不全、腎功能不全、心臟疾病、懷孕及限制食鹽之患者、

老年人等應避免長期使用。  

2.補充鈉會增高血壓，造成體液滯留及肺水腫的風險，故過度鹼化

會惡化病情。 

 

醫令代碼 OSOL 

藥品名稱 Solaxin(Chlorzoxazone)200mg 舒肉筋新錠 

成分含量 CHLORZOXAZON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骨骼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倦怠.睡意.噁心.胸悶 

用藥指示 (避免駕車及操作機械) 

藥品外觀 粉紅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肌肉緊張症、急性腰痛、脊椎間板症候群及脊髓炎痙攣、神經肌肉

之機能異常等所伴生有肌痙攣、強直之諸疾患 

懷孕哺乳 C 

禁忌 對本品過敏者禁用。 

注意事項 

1.孕婦。藥物過敏的歷史，肝功能不好等要小心使用。 

2.尿液顏色改變，但沒有腎毒性(nephrotoxic)。 

3.餐間服用可減少胃腸刺激。 

 

醫令代碼 OSTA 

藥品名稱 STAZYME F.C.T 15MG 速泰消錠 

成分含量 CELLULASE, DIASTASE BIO-, LIPASE, PROZYME 6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消化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噁心,腹瀉 

用藥指示 請依醫師指示服用,勿服用過量 

藥品外觀 橘色圓錠印有 STD 175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幫助消化 

懷孕哺乳  



禁忌 整粒吞服，勿嚼碎 

注意事項 若發生任何副作用請告知醫師。 

 

醫令代碼 OSTI 

藥品名稱 STILNOX(ZOLPIDEM)10MG 樂必眠(台廠)(管 4) 

成分含量 ZOLPIDEM HEMITARTRATE 

用法用量 每晚使用一次 

藥品分類 其他抗焦慮、鎮靜及安眠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嗜睡.頭痛.頭暈.記憶障礙 

用藥指示 

長期服用會成癮性,依賴性(4 級管制) 

一般劑量：(1)65 歲以下成人：睡前 1 錠。(2)65 歲以上成人：初劑

量以 1/2 錠睡前給藥。每日請勿超過 1 錠。(3)通常短期間給藥治療。 

藥品外觀 白色長型錠劑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失眠症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本品不可用於下列病例：(1)15 歲以下的小兒、(2)孕婦、(3)哺乳婦。 

注意事項 

1.失眠可能會由各種原因所造成，不一定需要藥物治療。 

2.如同其它的安眠藥，長期服用 Stilnox10 公絲膜衣錠通常是無益且

不被推薦的 

3.在服用睡眠導入劑後，若於夜間起床，其危險性有：a.若於可能

性的跌倒時，反應時間減慢。b.暈眩的感覺。 

4.假若您有下列任何情況時，請通知您的醫師：腎臟或肝臟疾病、

呼吸困難、肌肉疾病(重症肌無力症：醫師必須更加注意此病例)。 

5.於老年病患須小心使用。 

6.在整個療程中禁止飲用含酒精的飲料。 



7.注意本品對於駕駛人及機器操作者可能會導至嗜眠的危險性。 

8.若長期使用本品治療，避免突然停藥或急速減量。 

9.失眠症的治療超過 2~3 週時，需經專科醫師再評估。 

10.具中樞神經系統抑制作用，從事需精神專注或操作危險器械者，

應特別注意。併用其他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時，可能需要調整劑量。 

 

醫令代碼 OSTIL 

藥品名稱 STILNOX 使蒂諾斯膜衣錠(Zolpiden)10mg(管 4) 

成分含量 ZOLPIDEM TARTRATE 

用法用量 每晚使用一次 

藥品分類 其他抗焦慮、鎮靜及安眠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嗜睡.頭痛.頭暈.記憶障礙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白色長錠(長期服用會成癮性,依賴性)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失眠症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STR 

藥品名稱 Fencaine tablets 10mg(Oxethazaine)芬康胃錠 

成分含量 OXETHAZAINE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制酸劑及吸附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口乾,便秘 

用藥指示 請整錠吞服，不要咬碎，如服用過量，也許有眩暈情況產生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印有 FC 10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急、慢性胃炎、食道炎及其隨伴發生之胃痛、嘔吐、噁心、胃部不

適感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TAM 

藥品名稱 Tamiflu 75mg 克流感 

成分含量 Oseltamivir phosph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病毒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部疼痛 

用藥指示 

依醫師藥師指示服用,勿自行停藥,以免有抗藥性 

治療用： 

1.成人一天 2 次，每次 1 膠囊(75mg)，連續服用五天；CrC1 10～

30mL/ min：降低劑量至每天 1 膠囊，連續 5 天。 

2.1 歲以上兒童的建議劑量：≦15 公斤，每次 30mg，每天 2 次；

>15-23 公斤，每次 45mg，每天 2 次；>23-40 公斤，每次 60mg，

每天 2 次；>40 公斤，每次 75mg，每天 2 次。 

3. 愈早服用，效果愈好。為了使本品的療效發揮至最大，病人應在

症狀發生後 48 小時內服用此藥。 

藥品外觀 黃白色膠囊,印有 ROCHE/75mg 字樣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流感的預防及治療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

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對 oseltamivir phosphate 或產品之任一成份過敏者。 

注意事項 

1.本品可幫助病人提早 2～3 天回復正常活動力，至多可縮短病人症

狀維持時間 60%。 

2.本品為處方用藥，須經醫師處方纔可服用，服用後 24 小時可觀查

到治療效果。 

3.流行性感冒症狀發生後 24 小時內服用本藥者，比 40 小時內服用

者效果好，症狀持續時間分別可減少 2 天及 1.3 天。 

4.雖然 FDA 核准本藥用於流行性感冒的治療與預防，但仍不能取代

老年人及危險族群每年固定之疫苗接種。 

 

醫令代碼 OTAPA 

藥品名稱 Tapazole 5mg(Methimazole) 甲硫嗎唑錠 

成分含量 METHIMAZOL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甲狀腺製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腸胃不適,皮膚疹 

用藥指示 

服藥期間若發生皮膚疹，應停藥就醫 

1. 將每日劑量均分 3 等份，每 8 小時服用一次。 

2. 成人：a.初劑量症狀輕微時，每日 15mcg，中度症狀每日 30～

40mcg，嚴重症狀每日 60mg，持續 2 個月再依病人耐受性及臨床效

果調整劑量。b.維持劑量：每日 5～15mg。每日劑量高於 40mg 時，

顆粒性白血球缺乏症發生率也會增加。 

3. 兒童：a.初劑量：每日 0.4mg/kg。b.維持劑量：每日 0.2mg/kg。 

藥品外觀 草綠色錠劑印有 JCP/16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甲狀腺機能亢進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1.對本藥有過敏者。 

2.授乳的母親，由於本藥會分泌到乳汁中。 

注意事項 

1.服用 Methimazole 應嚴密監視，如有喉嚨痛，皮膚發疹，發燒，頭

痛或不適應立即向醫師提出報告。 

2.使用期間須監測凝血時間，尤其是手術前。 

3.懷孕婦女服用會引起胎兒傷害可能導致發育中之胎兒產生甲狀腺

腫及呆小症。 

 

醫令代碼 OTC 

藥品名稱 Tetracycline HCL capsules 250mg 鹽酸四環素 

成分含量 
TETRACYCLINE HCL (EQ TO 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八小時一次 

藥品分類 抗生素-四環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瀉,噁心 

用藥指示 成人每次一至二粒，一日四次，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藥品外觀 濁黃褐/黑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革蘭氏陽性菌、陽性菌、立克次氏體及巨型濾過性病毒感染症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對四環素成份過敏者。勿與乳製品,綜合維他命,鈣片,鐵劑併服 

注意事項 

1.本抗生素作為口服或注射時，可能導致嚴重之肝及腎臟變壞，大

量注射常能導致死亡，尤以孕婦及具肝腎疾病患者之長期治療為

然，故在使用本劑前及使用期間內應作肝腎機能檢查，在發現對肝

腎有副作用發生時當即停止使用或予適當治療則常可恢復正常。 

2.發現有過敏現象時，即應停止使用。 

3.治療期間同時觀察有否促成抗生素通有之無感受性菌生成(尤以

內色念珠菌之感染)，如發現則酌量服用或借他法防止之。 



4.如患者腎臟機能有障礙時，僅以口服或非口服常用劑量，即可導

致藥物體內蓄積量超過及可能發生肝臟中毒，在此狀況下，應使用

比正常量為少之劑量，如治療需延長時，應注意測定血清中四環素

濃度。 

 

醫令代碼 OTEG 

藥品名稱 Carpine tablets (Carbamazepine)200mg 卡賓錠 

成分含量 CARBAMAZEPIN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抗靜欒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視力模糊,睏倦如出現喉嚨痛,嘴巴破,眼睛癢,皮膚紅疹(請停藥

就醫) 

用藥指示 不可與葡萄柚汁並服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印有 NODERIN/SY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癲癇症(EPILEPSY)、三叉神經痛(TRIGERMINAL NEURAGIA)、腎

原性尿崩症(DIABETES INSIPIDUS, NEPHROGENIC)及雙極性疾

患(BIPOLAR DISORDER)。 

懷孕哺乳 D 

禁忌 
服用本品後出現罕見卻嚴重之皮膚過敏反應務必停藥，並立即回

診。 

注意事項 請勿與葡萄柚汁併服，服藥後請小心開車或操作機械。 

 

醫令代碼 OTENO 

藥品名稱 Tenormin(Atenolol)100mg 愛平諾 

成分含量 ATENOLOL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心臟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四肢冰冷，肌肉疲勞，心跳緩慢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請依醫師指示服用，不可與Ｖerapamil 同時使用 

高血壓： 

初劑量為 50mg 一天 1 次，單獨使用或與利尿劑併用。1-2 週內可達

最大藥效。若沒有出現適當的效果則可增量至每日 100mg，超過此

量不會有更好的藥效。 

心絞痛： 

初劑量為每 50mg。若 1 週內未達適當的效果，則增量至每日 100mg。

有些患者可能需高達每日 200mg 才有最好的效果。 

急性心肌梗塞： 

起始劑量 50mg 每日一次，若一星期內效果不明顯則提高劑量到一

天 100mg，有些病人須提高到 200mg 才能達到適當效果。 

藥品外觀 圓形.白色.錠劑 印有 ATINOL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高血壓、狹心症。 

懷孕哺乳  

禁忌 不能控制的心衰竭，心因性休克，竇房結性心跳過慢。 

注意事項 
冠狀動脉病患不能突然停用本品，可能會導致心絞痛惡化及突發性

心跳過速或心肌梗塞；甲狀腺亢進患者易生猛爆性甲狀腺病症。 

 

醫令代碼 OTHE 

藥品名稱 Theovent 125mg(theophylline) 喘克膠囊 

成分含量 THEOPHYLLINE ANHYDROUS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呼吸道平滑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心悸,呼吸快速,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白-透明膠囊 

用途 持續性藥效膠囊劑 

適應症狀 氣喘及支氣管痙攣。 

懷孕哺乳 
C 級： 

應該只有在判斷對於胎兒利大於弊的情況下使用 

禁忌  對 aminophylline 或其他 Xanthine 衍生物過敏者是為禁忌 

注意事項 1.整粒吞服，勿嚼碎 2.服藥期間定期回診 

 

醫令代碼 OTOF 

藥品名稱 TOFRANIL(Imipramin)25mg 福樂你糖衣錠 

成分含量 IMIPRAM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憂鬱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睏倦.興奮.視線模糊.排尿困難 

用藥指示 糖衣錠 

藥品外觀 粉紅圓錠 

用途 糖衣錠 

適應症狀 慮鬱病、夜尿 

懷孕哺乳 D 

禁忌 1.可能會引起口乾。2.高劑量(>50mg/day)應監測心電圖。 

注意事項 
1.勿飲酒。2.服藥後，可能發生短暫性暈眩。3.服用本品後，尿液可

能會呈現藍至綠色，此為正常現象。 

 

醫令代碼 OTOP 



藥品名稱 TOPAAL 0.2GM 艾胃逆服咀嚼錠 

成分含量 
ALUMINUM HYDROXIDE DRIED GEL, MAGNESIUM 

CARBONATE LIGHT, ALGINIC ACID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制酸劑及吸附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脹,打嗝,腹瀉或便秘 

用藥指示 ﹙咀嚼後吞服﹚每天三次。  

藥品外觀 白色圓錠 

用途 咀嚼錠 

適應症狀 
逆流性食道炎、裂孔赫尼亞、胃灼熱、胃及十二指腸潰瘍、胃酸過

多。 

懷孕哺乳  

禁忌 本品需咬碎服用。 

注意事項 
腎衰竭病人長期服用含鋁胃藥可能導致或加重透析治療引起之透

析性骨軟化症、透析性腦病變及低血磷血症。 

 

醫令代碼 OTR 

藥品名稱 Trand capsules(Tranexamic acid) 250mg 血迅膠囊 

成分含量 TRANEXAMIC ACID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止血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食慾不振,噁心,胸灼熱感,皮膚搔癢,發疹 

用藥指示 通常成人一日量 3-8 粒，分三到四次服用。 

藥品外觀 黃-橘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全身及局部出血或出血性疾病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

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以下的病人請慎重投與: 

1.已得血栓之病人(腦血栓、心肌梗塞、血栓靜脈炎)或者可能引起

血栓之病人。 

2.有凝血障礙之病人(要與 Heparin 併用才可以)。 

3.對本劑已產生過敏之病人。 

4. 高齡者投與:一般高齡者生理機能低下，最好減量使用。 

注意事項 避免從事危險或易受傷的運動 

 

醫令代碼 OTRA 

藥品名稱 Trandate (Labetalol) 200mg 壓血泰膜衣錠 

成分含量 LABETALOL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降血壓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頭痛.疲倦.噁心 

用藥指示 

★高警訊藥品★ 

PO: 

usual dose 200-400mg bid; max: 2.4g/day 

IV bolus: 

50 mg, injection time >1 min, every 5 mins repeat, total dose< 200mg 

IVF: 

50-200mg given at an infusion rate of 2mg/min 

藥品外觀 橘色圓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控制高血壓 

懷孕哺乳 
C 級： 

動物試驗顯示有致畸胎的結果，但沒有針對孕婦或動物有對照組的



研究可證明其危險性。 

禁忌 注射液應避光儲存 

注意事項 
1.若呼吸困難,胸痛.下之水腫請就醫 

2.稀釋後可儲存於室溫下 24 小時 

 

醫令代碼 OTRAJ 

藥品名稱 TRAJENTA 5MG 糖漸平膜衣錠 

成分含量 LINAGLIPTIN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噁心,嘔吐 

用藥指示 
1.成人：一天一次，一次一粒。飯前或與食物並服均可。 

2.兒童：安全性尚未建立。 

藥品外觀 咖啡紅色圓形錠劑,其中一面刻有 D5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第二型糖尿病。 

懷孕哺乳  

禁忌 禁用於曾對 linagliptin 出現過敏反應之患者 

注意事項 

1.如果您對本藥或任何其他藥物過敏，請告訴您的醫生或藥師。 

2.告訴您的醫生和藥師你正在服用或計劃服用其他處方藥和非處方

藥，如：維生素、營養補充劑和草藥。要注意以下藥物：Tegretol、

Insulin、其他口服降血糖藥、Dilantin、Phenobarbital、Rifabutin、

Rifampin、Ritonavir(Kaletra)，你的醫生可能需要改變你的藥物劑

量或仔細監視你的副作用，尤其是聖約翰草（St. John's wort）。  

3.如果您有接受任何手術或急救治療（包括牙齒），請告知醫師。 

4.如果你是孕婦，計劃懷孕或正在哺乳，請告訴您的醫生。 

5.若有血糖過低症狀，趕緊先吃含糖的食物（如柳橙汁、蜂蜜、砂

糖、糖果） 

 

醫令代碼 OTRAM 



藥品名稱 TRAMTOR 50MG 頓痛特膠囊(管 4) 

成分含量 TRAMADOL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阿片類似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視力模糊噁心嘔吐藥品有可能發生罕見但嚴重的皮膚過敏反

應如史蒂文生氏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不良反應如出現喉嚨

痛嘴巴破眼睛癢皮膚紅疹等(請立即停藥就醫) 

用藥指示 依醫師指示服用(4 級管制) 

藥品外觀 綠-淺綠色膠囊 

用途 膠囊劑 

適應症狀 中度至嚴重的急慢性疼痛 

懷孕哺乳  

禁忌 出現喉嚨痛嘴巴破眼睛癢皮膚紅疹等(請立即停藥就醫) 

注意事項 出現喉嚨痛嘴巴破眼睛癢皮膚紅疹等(請立即停藥就醫) 

 

醫令代碼 OTRE4 

藥品名稱 Pentop 400mg(Pentoxifylline) 循血敏持續性錠 

成分含量 PENTOXIFYLLI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影響血流力學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頭暈.消化不良 

用藥指示 
末梢血管循環障礙 400mg tid，如果腸胃道及中樞神經方面的副作用

發生時，改為 400mg bid，症狀未改善，請停用。  

藥品外觀 白色長錠 



用途 持續性藥效錠 

適應症狀 末梢血液循環障礙 

懷孕哺乳  

禁忌 嚴重腦出血，最近有心肌梗塞或大量腎出血者，過敏者不可使用。  

注意事項 長效錠，請勿嚼碎或磨粉使用 

 

醫令代碼 OULT 

藥品名稱 ULTRACET 37.5MG/325MG 立除痛膜衣錠(管 4) 

成分含量 ACETAMINOPHEN (EQ TO PARACETAMOL), TRAMADOL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止痛劑及解熱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服用本藥禁止與含酒精類飲料併服 (4 級管制) 

藥品外觀 淡黃色長型膜衣錠,刻 STD / 755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使用非鴉片類止痛劑無效的中度至嚴重性疼痛。 

懷孕哺乳  

禁忌 服用本藥禁止與含酒精類飲料併服 

注意事項 禁止與含酒精類飲料併服 

 

醫令代碼 OUNAS 

藥品名稱 UNASYN 375MG 優耐迅錠 

成分含量 Sultamicillin tosilate hydrate 

用法用量 每十二小時一次 

藥品分類 抗生素-青黴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瀉或軟便 

用藥指示 

勿與牛奶或果汁併服 

一天 2-3 次，每次口服 1 錠。 

成人:每次口服一顆(375mg), 每天 2-3 次，劑量應依病人年齡或症

狀做調整。 

藥品外觀 白色長錠印有 PTU02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鏈球菌、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克雷氏菌、沙雷氏菌、流行感冒嗜

血桿菌、陰性變形桿菌屬、檸檬酸菌屬及厭氧性細菌

（BACTEROIDES FUSOBACTERIUM，CLOSTERIDIUM 

DIFFICILE）引起之感染症。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

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1.病人有因 sultamicillin tosylate 引起休克病史者。 

2.病人為感染性單核白血增多症。 

3.病人有對此要成份或盤尼西林(penicillins)過敏者。 

注意事項 

下列病人須小心使用 

1. 病人對藥物之 cephem 構造(頭芽孢素類抗生素及 cephamycins)有

過敏病史者。 

2.病人本身或其父母兄弟姐妹容易有過敏反應者，例如支氣管氣

喘，紅疹或有蕁麻疹的體質。 

3.病人有嚴重的腎功能不全。 

4.病人進食有困難或整使用非胃腸道方式供給營養或衰弱之人。可

能出現維他命 K 缺乏的症狀，這類病人須小心嚴密觀察。 

5.老年病人。 

 

醫令代碼 OURE 

藥品名稱 Urecholine 25mg(Bethanechol) 舒解錠 



成分含量 BETHANECHOL 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擬副交感神經興奮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部不適.皮膚潮紅.噁心 

用藥指示 

飯前 1 小時或飯後 2 小時服用，避免噁心、嘔吐現現象 

根據疾病狀況的類別和嚴重的程度，釐定個別劑量。成人─初劑量

5～10mg，每小時重複 1 次，直到得到預期的反應或高達 50mg。

維持劑量 10～50mg 一天 3～4 次。 

藥品外觀 淡黃色圓錠,PM/001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手術後、產後之非阻塞性儲留，神經性膀胱緊張力減低及尿儲留。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甲狀腺亢進、消化性潰瘍，支氣管氣喘、冠狀動脈疾病、尿泌道阻

塞、腸胃道吻合術、癲癇、帕金森症和懷孕。 

注意事項 
(1)服用本品，不宜開車或從事有潛在危險的工作；(2)服用本品過

量，早期症狀包括流涎、出汗、潮紅、腹絞痛、噁心。 

 

醫令代碼 OURO 

藥品名稱 Uropyridine(Phenazopyridine)50mg 抑炎源 

成分含量 PHENAZOPYRID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止癢劑及局部麻醉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頭痛，發疹，搔癢 

用藥指示 服用本藥，小便會呈黃褐色 

藥品外觀 朱紅色圓錠 

用途 糖衣錠 

適應症狀 膀胱尿道炎，泌尿生殖器黏膜之鎮痛 

懷孕哺乳 B 

禁忌 

1.對此藥過敏者。 

2.腎機能障礙、尿毒症。 

3.妊娠時腎盂腎炎盂腎炎。 

注意事項 

1.請整粒吞服，勿嚼碎服用。 

2.尿液變成紅褐色，這是正常現象，請不用擔心 

3.服用期間，若出現血尿、解尿困難或疼痛、解尿頻次增加、尿量

突然減少等情況，請告知醫師 

4.路必淨糖衣錠會使軟式隱形眼鏡變色，所以服用此藥時，最好不

要配戴軟式隱形眼鏡 

 

醫令代碼 OVAL 

藥品名稱 VALTREX (Valaciclovir) 500mg 袪疹易錠 

成分含量 VALACICLOVIR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病毒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痛.噁心.嘔吐.腹瀉 

用藥指示 

(與食物一起服用可改善副作用)  

1.成人劑量：治療帶狀疱疹，一天三次，每次 1000mg，持續七天。

復發性感染應持續治療五天，初次感染可能較為嚴重，療程有時必



須持續長達十天。應儘早開始服藥。最好是在單純疱疹復發的前兆

或出現復發徵兆時立即服用。 

2.兒童劑量：尚無資料。 

3.老人劑量：除腎功能嚴重損傷，否則無需調整劑量，但應持續攝

取適量的水份。 

藥品外觀 白色長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帶狀庖疹、復發性生殖器庖疹的預防及治療。 

懷孕哺乳 

B 級： 

在對照的動物生殖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但尚無完

整的人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資料；或者在動物生殖對照研究試驗中

發現該藥物有不良反應（大於降低生育力之反應），但在對照的人

體懷孕婦女研究試驗中，未顯示該藥物有胚胎毒性。 

禁忌 對 valaciclovir,aciclovir 或製劑中任何一種成分過敏者。 

注意事項 

1.腎功能嚴重受損的患者，需調整劑量。 

2.許多體內與體外的致突變性試驗結果顯示 valaciclovir 不可能有對

人類造成基因突變的危險。對大白鼠及小老鼠的生物實驗中，

valaciclovir 沒有致癌性。 

3.Valaciclovir 對大白鼠或兔子沒有致畸性。 

4.ValacicIovir 口服給藥，不會影響雄鼠或雌鼠的生殖力。 

 

醫令代碼 OVAL2 

藥品名稱 DIAZEPAM TABLETS  2mg 煩靜錠(管 4) 

成分含量 DIAZEPAM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苯二氮平衍生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睏倦.警覺性及動作協調能力降低 

用藥指示 

服藥後勿開車或操作機械(4 級管制) 

一般成人劑量： 

抗焦慮劑、安眠劑－口服，一天 5-30mg 睡前一次或分次給，一天

2-4 次。 



急性酒精戒斷－口服，第一次 10mg，此後視需要一天 3-4 次，劑

量以能維持鎮靜為原則。 

抗痙攣劑－口服，2-10mg，一天 3-4 次。 

骨骼肌鬆弛－口服，2-10mg，一天 3-4 次。 

［注意］年老及體弱病人－口服，2-2.5mg，一天 1-2 次，視需要及

耐受性逐漸增加劑量。 

一般兒童劑量： 

6 歲以下兒童不宜使用。 

6 歲及 6 歲以上兒童－口服，1-2.5mg 或每公斤體重 0.04mg-0.2mg，

每平方公尺體表面積 1.17-6mg，一天 3-4 次，視需要及耐受性逐漸

增加劑量。  

藥品外觀 藍色圓形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焦慮狀態、失眠、肌肉痙攣 

懷孕哺乳 

D 級： 

在對照的人體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對胚胎有不良影響，若此藥能

帶來之效益遠超過其它藥物的使用，因此即使在其危險性的存在

下，仍可接受此藥物用於懷孕婦女上。 

禁忌 
1.曾對本藥產生過敏反應之患者。 

2.急性狹隅角青光眼之患者之重症肌無力患者禁用本藥。 

注意事項 

1.病人對任何一種 Benzodiazepines 類藥物過敏，對本藥亦可能產生

過敏。 

2.本藥會通過胎盤。 

3.懷孕期前三個月使用本藥會增加先天性畸型的危險，故應就其使

用之危險與效益加以考慮，最好避免使用。 

4.若錯過服藥時間，1 小時內應立刻補服，超過 1 小時則勿再服用，

亦不可加倍劑量服用。 

5.長期投用本藥，為避免突然之戒斷症狀，應逐漸減低劑量。 

 

醫令代碼 OVAL6 

藥品名稱 Valium 5mg(DIAZEPAM 5mg) 樂平片(管 4) 

成分含量 DIAZEPAM 

用法用量 每晚使用一次 

藥品分類 苯二氮平衍生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睏倦.警覺性及動作協調能力降低 

用藥指示 

服藥後勿開車或操作機械(4 級管制) 

1.成人： 

a.抗焦慮劑、安眠劑：一天 5~30mg 睡前一次或分次給，一天 2~4 次。 

b.急性酒精戒斷：第一次 10mg，此後視需要一天 3~4 次，劑量以

能維持鎮靜為原則。 

c.抗痙攣劑：2~10mg，一天 3~4 次。 

d.骨骼肌鬆弛：2~10mg，一天 3~4 次。 

2.年老及體弱病人：2~2.5mg，一天 1~2 次，視需要及耐受性逐漸

增加劑量。 

3.一般兒童劑量：6 歲以下兒童不宜使用。 

4.6 歲及 6 歲以上兒童：1~2.5mg 或每公斤體重 0.04mg~0.2mg

（40~200mcg），每平方公尺體表面積 1.17~6mg，一天 3~4 次，視

需要及耐受性逐漸增加劑量。 

藥品外觀 黃色圓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焦慮狀態、失眠、肌肉痙攣 

懷孕哺乳 D 

禁忌 
昏迷、急性肺功能不足、睡眠窒息、肌肉無力、肝或腎功能傷害、

急性狹窄性青光眼、慢性精神病有畏懼的狀態、嚴重心臟病患者。  

注意事項 

1.老年人和體弱的病人，建議劑量降至最低有效量，以排除出現精

神安定或過度鎮靜（初劑量 1 天或 2 天 2mg~2 1/2mg，而後慢慢增

加到所需要量及容許量）。 

2.服藥後，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時，應格外小心。 

3.長期服用此藥，可能造成藥物成癮性或依賴性。 

4.服用此藥３至４個月後，不能突然停藥，因為突然停藥可能造成

戒斷症狀。 

5.避免與酒精併服。 

6.本藥之使用應小心考慮： 

a.急性酒精中毒，並有抑制生命力徵象（因為有相加性中樞神經系



統抑制作用） 

b.曾濫用藥物或有依賴性者（有產生習慣及依賴性的因素） 

c.癲癇（開始或突然戒斷本藥，可能增加大發作之頻度與嚴重性，

靜脈使用本藥於小發作可能產生強直性癲癇重積狀態） 

d.肝功能受損害（排除半衰期可能延長） 

e.低血清白蛋白（使病人易傾向於鎮靜副作用） 

f.嚴重的精神抑制（可能有自殺傾向，故須要有保護措施，單獨使

用本藥也有可能增加抑制） 

g.重症肌無力症（本藥會產生肌肉鬆弛的作用） 

h.急性狹角性青光眼或有此傾向者（因為有抗膽鹼的作用的可能） 

i.精神病（本藥作為精神病患主要治療劑很少有效，還可能產生矛

盾性反應） 

j.嚴重慢性阻塞肺部疾病（氣道衰竭可能更惡化） 

k.腎功能受損（可能延長藥物之排除）。 

 

醫令代碼 OVB5 

藥品名稱 BEESIX TABLETS(PYRIDOXINE)50mg 維六素錠 

成分含量 PYRIDOX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維生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1.一般成人劑量：  

Pyridoxine 依賴症： 

初劑量-口服，每日 30 至 600mg。維持劑量-口服，每日 50mg，終

身服用。 

膳食補充： 

口服，每日 10 至 20mg，為時 3 週，繼之每日 2～5mg 為時數週。 

【注意】因服用避孕藥導致不良影響之婦女，建議每日補充劑量為

10-25mg。 

2.藥物誘生性 Pyridoxine 缺乏症： 

預防：每日 10~50 mg (對 penicillamine) 或每日 100~300 mg (對



cycloserine、hydralazine 或 isoniazide)。 

治療：每日 50~200 mg，為時 3 週，隨後視需要每日 25~100 mg。 

酒精中毒：每日 50 mg，為時 2~4 週，視需要予無限期延續。 

遺傳性鐵質過多貧血：每日 200~600 mg，為時 1~2 個月。若有效

繼之以每日 30~50 mg，終身服用。 

3.一般兒童劑量： 

Pyridoxine 依賴症： 

嬰兒：維持劑量每日 2~10 mg，終身服用。 

孩童：見一般成人劑量。 

膳食補充： 

兒童：每日 2.5~10 mg，維持 3 週，繼之每日 2~5 mg (於多種維他

命製劑)為時數週。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劑,其中一面刻有 257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妊娠引起之噁心、嘔吐、皮膚炎、維他命 B6 缺乏症 

懷孕哺乳 

A 級： 

對懷孕第一期（前三個月）之孕婦的對照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物

對胎兒無害，且無証據顯示對懷孕後三期產生險性。 

禁忌 

本藥不宜與 levodopa 併用，因每日口服本藥 5 mg 就會使 levodopa

的 antiparkinsonism 作用產生逆轉，但如將 carbidopa 與 levodopa 併合

使用，則不致於發生 

注意事項 

1.胎兒暴露於大量 pyridoxine 的子宮內會導致 pyridoxine 依賴症。 

2.本藥投用於攝取每日正常需要量之哺乳婦之安全性尚未建立。 

3.忘記服用不必擔心，因本藥之耗竭需時很長，儘量記住遵照指示

時間服用。 

 

醫令代碼 OVENT 

藥品名稱 Ventolin 4mg(Salbutamol) 沙得蒙錠 

成分含量 SALBUTAMOL SULFATE(ALBUTEROL SULF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擬交感神經興奮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心悸.胸悶. 

用藥指示 成人每日 3 次，每次 1 錠。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型錠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支氣管喘息、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擴張症 

懷孕哺乳 C 

禁忌 甲狀腺亢進、高血壓、狹心症。 

注意事項 若有胸悶、心悸請停藥 

 

醫令代碼 OVOR 

藥品名稱 Voren SR (Diclofenac)100mg 優悅膜衣錠 

成分含量 DICLOFENAC SOD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部或胃灼熱或絞痛便秘本藥品有可能發生罕見但嚴重的皮膚過

敏反應如史蒂文生氏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不良反應如出現

喉嚨痛嘴巴破眼睛癢皮膚紅疹等(請立即停藥就醫) 

用藥指示 用法用量請遵照使用，除特別要求外，一般建議於飯後服用。 

藥品外觀 土紅色圓錠(不可研磨或剝半) 

用途 持續性藥效錠 

適應症狀 緩解發炎及因發炎反應引起之疼痛。 

懷孕哺乳 第一、二孕期為 C；第三孕期為 D 

禁忌 整粒吞服，不可磨碎 

注意事項 如使用藥物後如發生皮膚紅疹症狀，請立即停藥並回診。 

 

醫令代碼 OVOR1 

藥品名稱 Volna tablet(Diclofenac potassium)25mg 待可服寧膜衣錠 

成分含量 DICLOFENAC POTASS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類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過敏症、消化性潰瘍 

用藥指示 
成人每日劑量 100~150mg，症狀較輕及 14 歲以上青少年每日投與

劑量為 75~100 mg；上述用量須分 2~3 次投予。 

藥品外觀 橘紅色圓形錠，印有 STD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緩解發炎及因發炎反應引起之疼痛。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1.消化性潰瘍患者。 

2.重症之血液異常患者。  

3.重症之肝障害患者。  

4.重症之腎障害患者。  

5.對本劑過敏之患者。  

6.患有 Aspirin 氣喘或曾有該病史之患者。 

注意事項 

對以下患者需慎重投予： 

1.患有肝障害或曾有該病史之患者。 

2.曾有過敏性病史之患者。  

3.支氣管氣喘之患者。 

 

醫令代碼 OXA10 

藥品名稱 xarelto 10mg 拜瑞妥膜衣錠 

成分含量 RIVAROXABA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凝血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肝腎功能不全過敏 18U 以下不建議使用 

用藥指示 

孕婦過敏體質禁用 

每天一次，每次服用一錠。可空腹或與食物併服。一旦確定止血，

應於手術後 6-10 小時內開始服用第一劑。 

治療期因重大骨科手術的類型而定： 

1.髖部手術後，建議接受 5 週的治療。 

2.膝部手術後，建議接受 3 週的治療。 

輕度(Clcr> 50 mL/min)與中度(Clcr 30~50 mL/min)腎功能受損者不須

調整劑量；嚴重腎功能受損者(Clcr <30 mL/min)不建議使用

rivaroxaban 預防術後之靜脈血栓栓塞症。 

輕度肝功能受損者不須調整劑量；中度(Child-Pugh B)及重度

(Child-Pugh C)肝功能受損者不建議使用。 

藥品外觀 雙凸淡紅色,刻 V10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1.用於非瓣膜性心房顫動(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且有下列至

少一項危險因子者成人病患，預防中風及全身性栓塞(systemic 

embolism)。危險因子例如:心衰竭、高血壓、年齡大於等於 75 歲、

糖尿病、曾發生腦中風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2.Rivaroxaban 用於靜脈血栓高危險群(曾發生有症狀之靜脈血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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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孕哺乳 C 

禁忌 

1.對 rivaroxaban 或藥錠的任何賦形劑過敏的病人。 

2.臨床上有嚴重進行性出血的病人(例如：顱內出血、胃腸道出血)。 

3.凝血異常相關會導致出血風險的肝病患者(包括中度和重度肝功

能受損) 

4.嚴重腎功能受損病人(Clcr <30 mL/min)。 

5.孕婦及哺乳婦女。 

注意事項 

1.下列病人服藥後可能會增加出血風險，應謹慎使用。 

(1)先天或後天的出血性疾病。 

(2)不受控制的嚴重動脈高血壓。 

(3)近期胃腸道潰瘍。 



(4)視網膜血管病變。 

(5)近期顱內或腦內出血。 

(6)脊椎或顱內血管異常。 

(7)大腦、脊椎或眼科手術後不久。 

(8)併用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阿斯匹林、血小板凝集抑制

劑或其他抗凝血劑。 

2.服用抗凝血劑病人接受神經軸（硬腦膜上/脊椎）麻醉或穿刺，會

產生硬腦膜上或脊椎血腫的風險，並可能導致長期癱瘓。外傷性穿

刺和反覆的硬腦膜或脊椎穿刺也可能增加風險，應定期監控病人神

經功能缺損的症狀（如腿部麻痺或無力、腸道或膀胱機能異常）。 

3.硬膜外導管應在服用 rivaroxaban 的 18 小時後再移除，下一劑

rivaroxaban 應於導管取出後 6 小時再服用。如果發生外傷性穿刺，

給藥應延後 24 小時。 

4.目前無孕婦使用 rivaroxaban 的人體資料可供參考，動物資料顯示

藥品可穿過胎盤，因此在懷孕期間禁止使用 rivaroxaban。 

5.目前無授乳婦女使用 rivaroxaban 的人體資料可供參考，動物資料

顯示藥品會分泌至母乳中。因此停止哺乳後才可使用 rivaroxaban。 

6.Xarelto 含有乳糖。患有罕見遺傳疾病，包括：半乳糖不耐症、Lapp

乳糖酶缺乏症或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者不應服用本藥。 

7.避免同時併用具有強效 CYP3A4 與 P-glycoprotein 抑制劑(例如：

ketoconazole、 itraconazole、 posaconazole、 voriconazole、 ritonavir、 

indinavir/ritonavir)或是強效 CYP3A4 與 P-glycoprotein 誘導劑(例如：

carbamazepine、 phenytoin、 rifampin、 St. John’s wort)。 

8.在腎功能嚴重受損病人(Clcr<30 mL/min)不建議使用 rivaroxaban 預

防手術後之靜脈血栓栓塞症。腎功能中度受損者(Clcr 30~50 mL/min)

應謹慎使用並監測出血。若服藥期間發生急性腎衰竭應立即停用

rivaroxaban。 

9.Rivaroxaban 不建議用於中度(Child-Pugh B)及重度(Child-Pugh C)肝

功能受損病人。 

 

醫令代碼 OXA15 

藥品名稱 XARELTO 15MG 拜瑞妥膜衣錠 

成分含量 RIVAROXABAN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血凝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肝腎功能不全過敏 18U 以下不建議使用 

用藥指示 

孕婦過敏體質禁用 

1.用於非瓣膜性心房顫動病患，預防中風及全身性栓塞。 

投與途徑 

口服、應隨餐服用。 

建議用量、給藥方法和頻率 

對於肌酸酐廓清率(CrCl) > 50 mL/min 的患者，建議的拜瑞妥劑量

為口服每天 1 次 15 毫克至 20 毫 

克一錠，於晚餐時服用。 

肌酸酐廓清率(CrCl)介於 15 至 50 mL/min 間的患者，建議每天劑

量 1 次 10 毫克至 15 毫克，於晚 

餐時服用，其中 CrCl 小於 30 至 15 mL/min 間的患者應謹慎使用。 

2.治療深部靜脈血栓與肺栓塞及預防再發性深部靜脈血栓與肺栓

塞。 

投與途徑 

口服、應隨餐服用。 

建議用量、給藥方法和頻率 

急性深部靜脈血栓與肺栓塞的起始治療建議劑量是在前三週每日

兩次拜瑞妥 15 毫克，接著每日一次拜瑞妥 20 毫克，作為持續性

治療以及預防再發性深部靜脈血栓與肺栓塞。 

3.Rivaroxaban 用於靜脈血栓高危險群(曾發生有症狀之靜脈血栓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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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與途徑 

口服。 

給藥方法和頻率 

每天一次服用 10 毫克的本品一錠。 

本品可空腹投予或是與食物併服。 

一旦確定止血，應於手術後 6-10 小時內服用第一劑。 

若病患忘記服藥，應立即服用本品，並於次日依例每天服用一次。 

藥品外觀 雙凸淡紅色,刻 V15 字樣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1.用於非瓣膜性心房顫動(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且有下列

至少一項危險因子者成人病患，預防中風及全身性栓塞

(systemicembolism)。危險因子例如：心衰竭，高血壓，年齡大於等

於 75 歲，糖尿病，曾發生腦中風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2.治療深部靜脈血栓與肺栓塞及預防再發性深部靜脈血栓與肺栓

塞。 

懷孕哺乳 

C 級： 

在對照的動物研究試驗中顯示該藥學物對胚胎有不良反應（致畸胎

性或殺胚胎性或其他），但未進行人體懷孕婦女研究；或者尚無對

照的人體懷孕婦女或動物研究試驗。只有在可能的利益大於潛在的

危險，才可使用此藥物。 

禁忌 

1.對 rivaroxaban 或藥錠的任何賦形劑過敏的病患，禁止使用本品。 

2.臨床上有嚴重進行性出血的病患（例如顱內出血、腸胃道出血），

禁止使用本品。  

3.與凝血異常有關會導致臨床相關出血風險的肝病患者，禁止使用

本品。  

4.無孕婦使用本品的安全性與有效性資料可供參考。動物資料顯示

本品可穿過胎盤障壁，因此在懷孕期間禁止使用本品。  

5.無授乳婦女使用本品的安全性與有效性資料可供參考。動物資料

顯示本品可分泌至母乳中，因此停止哺乳後才可以使用本品。  

6.CrCl: < 15 mL/min 病患禁止使用。 

注意事項 

本品會增加出血風險而且可能造成嚴重或致命出血，應審慎評估病

患出血症狀/徵兆，追蹤血紅素等試驗檢查，當有進行性病理出血

時應停用本品。 

 

醫令代碼 OXAH 

藥品名稱 TELIN 200mg(Theophylline) 鐵寧喘持續錠 

成分含量 THEOPHYLLI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呼吸道平滑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心悸.胸悶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形錠 STD/TT13.(勿與葡萄柚汁併服) 

用途 持續性藥效錠 

適應症狀 氣喘及支氣管痙攣。 

懷孕哺乳 C 

禁忌 
此藥品為緩釋錠劑，使用時需整粒吞服，不可以咬碎、磨碎或破壞

之。 

注意事項 

1.肝功能不佳之患者，其清除率減少 50%以上，肝硬化患者發生副

作用之機率增加(包括 seizure)，故須降低劑量並經常監測血中濃度。 

2.使用此藥品期間，請避免大量飲用巧克力、可可、茶、咖啡及可

樂等含咖啡因飲料。 

 

醫令代碼 OXANA 

藥品名稱 管 4-KINAX  0.5mg(AlPRAZOLAM) 景安寧錠 

成分含量 ALPRAZOLAM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苯二氮平衍生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思睡,四肢無力 

用藥指示 

服用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機械(4 級管制) 

1.初劑量 0.25-0.5mg，1 日 3 次，每日最大量 4mg，分次投藥 2.老

年或體衰之病人，初劑量 0.25mg，1 日 2-3 次 

藥品外觀 粉紅色橢圓形錠劑,其中一面刻有 SK/201 字樣 

用途 錠劑 



適應症狀 焦慮狀態 

懷孕哺乳  

禁忌 對 BZD 過敏及狹角性青光眼的患者禁用。 

注意事項 

一般病人最常見的副作用有思睡、頭昏眼花；也會產生頭暈、想睡

覺的症狀，所以不 建議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時服用。針對下列症

狀患者要謹慎用藥：肝腎疾病、癲癇、重症肌無力、青光眼、氣喘、

肺氣腫、嚴重精神沮喪等。 

 

醫令代碼 OXAT 

藥品名稱 XANTHIUM 200MG(Theophylline) 善寧持續性藥效膠囊 

成分含量 THEOPHYLLINE MONOHYDRAT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呼吸道平滑肌鬆弛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心律不整、呼吸加速、頭痛、顫抖 

用藥指示 本品勿與葡萄柚汁併服 

藥品外觀 白色長型膠囊 

用途 持續性藥效膠囊劑 

適應症狀 氣喘及支氣管痙攣 

懷孕哺乳 C 

禁忌 過去曾使用 THEOPHYLLINE 類藥劑而有嚴重副作用者禁用。 

注意事項 

1.本品具有強心利尿的作用。 

2.請於空腹時與白開水一起併服。空腹指飯前半小時至一小時或飯

後兩小時。 

3.此藥品為緩釋膠囊，使用時需整粒吞服，不可以咬碎、磨碎或破

壞之。 

4. Clindamycin、Erythromycin、Lincomycin 或 Troleandomycin 等藥物

與本藥合用時，會減低肝對 Theophylline 之清除率，而導致血清中

Theophylline 濃度與毒性之增加，故在此等藥物治療後，應對本藥

之劑量加以調整。  

5. 鋰與本藥合用時其療效會降低，因為會增加腎臟對鋰的排泄。 6. 



Propranolol 與本藥合用時，其療效會被拮抗。同時也抑制本藥的支

氣管擴張效果。 

 

醫令代碼 OZAN 

藥品名稱 Ranitidine 150mg(Ranitidine) 悅擬停膜衣錠 

成分含量 RANITIDINE HCL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H2-拮抗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皮膚起疹 , 食慾不振  

用藥指示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及因胃酸過多引起之諸症。 

1.活動性潰瘍短期治療：成人：150mg bid 或 300mg；一個月~16 

歲：2-4 mg/kg bid (最大量 300mg/day)。  

2.預防十二指腸潰瘍復發：口服：睡前給予 150mg。 

3.胃酸過多：150mg bid。 

4.胃潰瘍：開始急性時：150mg bid；維持劑量：睡前 150mg。 

5.胃食道回流症(GERD)：150mg bid。 

6.病原性腸胃道分泌過盛 (eg. Zollinger-Ellison)：150mg bid (<6g/day)。 

藥品外觀 白色圓形錠劑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適用於十二指腸潰瘍、良性胃潰瘍、邊緣性之消化性潰瘍、回流食

道炎及高濃度胃酸分泌症候群。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此藥成分過敏者。   

注意事項 治療前需先排除胃癌的可能性。  

 

醫令代碼 OZOLO 

藥品名稱 Purtraline(SERTRALINE) 50MG 克憂寧膜衣錠 

成分含量 SERTRALINE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憂鬱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頭暈.頭痛.睏倦.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外觀 白色橢圓形錠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鬱症、強迫症、恐慌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及社交恐懼症及

經前不悅症(PMDD 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OZYR 

藥品名稱 Cety 10mg(Cetirizine) 協帝膜衣錠 

成分含量 CETIRIZINE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一次 早上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組織胺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尿液變色屬正常現象 

用藥指示 

腎功能不全的患者服用本藥時，其劑量應減半 

成人及 3 歲以上孩童適用。 

成人及 6 歲以上孩童：每天 10 毫克(一錠)，於晚餐時與液體伴服。 

3~6 歲孩童：每天 5 毫克(半錠)，於晚餐時服用。或分別於早、晚

各服用 2.5 毫克。 

腎功能不全的患者服用本藥時，其劑量應減半。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藥品外觀 白色長條錠，印有 YSP38 文字 



用途 膜衣錠 

適應症狀 
季節性鼻炎、結合膜炎、過敏性鼻炎、蕁麻疹、過敏性搔癢等過敏

現象。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本藥中任何成分有過敏者。 

注意事項 
在治療劑量下，Cetirizine 不會加重酒精(血中酒精濃度為 0.8g/L 時)

的作用，但應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