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新醫療社團法人北新醫院」用藥指導綜合表

商 品 名 稱 中 文 名 藥 品 外 觀 品 名 及 規 格 適 應 症 藥 品 警 語 副 作 用 其 他 用 藥 指 示

Abimay 20mg 安怡美 Aripiprazole 20mg 思覺失調症

用於患有失智症相關精神疾病之老年病患

的死亡率會升高，以及自殺意圖與抗憂鬱

藥物。

頭痛、嗜睡、失眠、噁心、便秘、疲

勞、頭暈
勿飲酒。

！§◎Aclonax  0.5mg 癲可錠 Clonazepam 0.5 mg
癲癇、痙攣、焦慮、

恐慌

1.用藥前，若準備懷孕或哺乳請告知醫

師。

2.接受任何手術前，請告知醫師。
頭暈、昏昏欲睡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Acolon  5gm 愛口隆口內膏
Dexamethasone

1mg/gm

口腔糜爛或口腔炎、

舌炎之潰瘍

1.本劑不宜用於眼科使用。

2.濾過性病毒引起的泡疹損害禁止使用本

品。

3.非經醫師指示，凡結核病、胃潰瘍、糖

尿病患者不得使用本品。

口腔感染症、過敏症、長期使用可能

產生腎下腺/腎上腺皮質機能之抑制

作用。

使用後應暫時避免飲食。

Akin 2mg 帕金寧錠 Biperidin 2mg
帕金森氏症、椎體外

症候群
瞳孔放大、口乾、便秘

1.本品會損壞到發汗的能力，特別是大熱天

的時候，使用期間病人少去做運動

2.口含硬糖、咀嚼口香糖或嗽口可以減輕口

乾症狀

！◎Alpralin 0.5mg 安柏寧錠 Alprazolin 0.5mg 緩和焦慮相關症狀
1.懷孕、 準備懷孕或哺乳請告知醫師。

2.狹角性青光眼患者禁用。

腳步笨拙或不穩、頭暈、昏昏欲睡、

口齒不清、食慾改變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Amadin 100mg 安克膠囊 Amantadin 100mg

帕金森氏症預防及治

療A型流行性感冒症

狀

哺乳婦女不建議使用 噁心、暈眩、失眠 避免睡前使用，易造成失眠。

Amoxicillin  250mg 安謀黴素膠囊
Amoxycillin

Trihydrate 25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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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過敏反應、偽膜性結腸炎、顆粒

性白血球缺乏
若有過敏症狀應立即停用

Anlipin F.C.  100mg 阿利平膜衣錠 Atenolol 100mg 高血壓、狹心症
不能控制的心衰竭、心因性休克、竇房結

性心跳過慢患者禁用本藥

頭昏眼花、疲憊、心跳緩慢、低血

壓、慢性心衰竭、遮蔽低血糖的症

狀、支氣管痙攣

Anliton 500mg 安離痛錠
Acetaminophen

500mg
退燒、止痛

1. 偶有過敏反應。

2.長期服用超大劑量會引起肝毒性，

在兒童急性中毒劑量小於15Omg/kg。

勿飲酒。

Anrokin  200mg 安樂筋錠 Chlorzoxazine 2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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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孕婦、藥物過敏的歷史、肝功能不好之患

者應小心使用。

過敏、思睡、眩暈、胸悶、嘔吐、便

秘、肝功能障礙

1.尿液顏色改變，但沒有腎毒性

(nephrotoxic )。

2.餐間服用可減少胃腸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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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wu 50mg 安鬱錠
Fluvoxamine Maleate

50mg

情緒症狀(持續性情

緒低落、精神功能傷

害、及精神異常

等)。

哺乳婦女不建議使用
噁心、頭痛、顫抖、腸胃不適、失

眠、嗜睡

本腸溶錠宜整粒吞服，不宜剝半、咬碎、或

磨粉。

！◎Anxicam 2mg/ml

1ml
安心平注射液

Lorazepam 2mg/ml

1ml
焦慮狀態

1.本品可能出現夢遊行為

2.對Benzodizapine類藥物過敏者、急性

狹角性青光眼、急性酒精中毒、昏迷、休

克、懷孕、哺乳患者禁用

思睡、眩暈、虛弱及情緒不穩 勿飲酒。

Apa-bily  10mg 安利錠 Aripiprazole  10mg 思覺失調症

用於患有失智症相關精神疾病之老年病患

的死亡率會升高，以及自殺意圖與抗憂鬱

藥物。

頭痛、嗜睡、失眠、噁心、便秘、疲

勞、頭暈
勿飲酒。

Apa-Risdol F.C. 1mg 理思得膜衣錠 Risperidone   1mg

思覺失調症、雙極性

疾患之躁症發作、治

療失智症病人具嚴重

攻擊性，或精神分裂

症類似症狀。

失眠、精神激動、焦慮、頭痛、光敏

感、體温調節能力降低、錐體外症候

群

1.服用本品可能皮膚會對光敏感，不宜暴曬

陽光下

2,服用本品可能體重增加，應注意飲食

Asiphylline  2.5%

10ml  250mg/Amp
心安寧注射液

Aminophylline  2.5%

10ml  250mg/Amp

心因性支氣管氣喘及

支氣管痙攣

病人若對任一種Xanthine類藥物或

Caffeine過敏，則對它種Xanthines亦可

能產生過敏。

腹瀉、噁心、嘔吐、暈眩、頭痛、失

眠、震顫、易怒、靜坐不能
本品應避光保存

ASPA 100mg 暢心達腸溶微膠囊 Aspirin 100mg

消炎、止痛、解熱及

預防心肌梗塞、心栓

性栓塞症

藥物過敏及嚴重胃腸疾病、貧血、維生素

K缺乏及血友病患者禁用
雷氏症候群、胃潰瘍 蠶豆症病患禁用

※Atanaal 5mg 壓達能軟膠囊 Nifedipine 5mg 狹心症、高血壓
懷孕、哺乳、心因性休克、急性心肌梗塞

患者禁用

潮紅、頭痛、倦怠感、眩暈、噁心、

末梢水腫、熱感
服用本品時應避免併服葡萄柚或葡萄柚汁

Atropine

Sulfate1mg/ml 1ml
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Atropine

Sulfate1mg/ml 1ml

膽石症、幽門痙攣、

胃酸過多、胃痙攣、

有機磷化物、毛果芸

香鹼中毒、診斷用散

瞳、調節痙攣、乙醚

等麻醉時之抑制支氣

管分泌

青光眼、攝護腺肥大所致之排尿困難、嚴

重心疾患、器質性幽門狹窄以及麻痺性腸

阻塞患者禁用

口乾、散瞳、心跳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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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L 5mg 顫立靜錠 Benzhexyl 5mg
帕金森氏症、椎體外

症候群
青光眼患者禁用

口乾、噁心、視線不清、頭昏眼花、

神經質、低血壓

Bacide 菌特制錠

Trimethoprin 80mg,

Sulfamethoxazloe

400mg

對本藥具感受性之呼

吸道、腎臟、尿路、

生殖器、腸胃道、皮

膚、血液之感染症

1.妊娠期間或生產之前勿投與本藥。

2. 出生未滿半個月的新生兒及早產兒勿投

與本藥。

3. 黃疸、肝實質損害、血性惡病質及重症

腎機能不全之患者以及確知對磺胺藥物有

過敏體質者勿投與本藥。

食慾不振、噁心、嘔吐、皮膚發疹 蠶豆症患者禁用

Bethanechol  25mg 脲酯膽鹼錠 Bethanechol  25mg

手術後、產後之非阻

塞性尿儲留，神經性

膀胱緊張力減低及尿

儲留。

對本劑成分過敏者、甲狀腺機能亢進、胃

潰瘍、潛伏性或是活躍的支氣管氣喘、明

顯的心跳徐緩或低血壓、血管舒張收縮不

穩(Vasomotor)、冠狀動脈疾病、癲癇及

帕金森氏症。若胃腸壁或膀胱壁的強度及

完整性有問題，或有機械性阻塞，亦不應

使用本品。因為本品會增加腸胃道或膀胱

肌肉活動力，可能造成傷害。

腹部痙攣或不適、噁心、脹氣、腹

瀉、流涎、頻尿。

對本劑成分過敏者、甲狀腺機能亢進、胃潰

瘍、潛伏性或是活躍的支氣管氣喘、明顯的

心跳徐緩或低血壓、血管舒張收縮不穩

(Vasomotor)、冠狀動脈疾病、癲癇及帕金森

氏症。若胃腸壁或膀胱壁的強度及完整性有

問題，或有機械性阻塞，亦不應使用本品。

因為本品會增加腸胃道或膀胱肌肉活動力，

可能造成傷害。

§Binin-U 5mg/ml 1ml

I.M/I.V
易寧優注射液

Haloperidone 5mg/ml

1ml  I.M/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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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森氏症、基底核損傷、昏迷狀態、藥

物過敏、中樞神經因酒精或其他抑鬱藥物

造成抑制狀態之患者禁用

低血壓、焦躁、抑鬱、椎體外症候群 勿飲酒。

§biniSON  Decanoate

50mg/ml  1ml
易寧神注射液

Haloperidone

Decanoate 50mg/ml

1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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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森氏症、基底核損傷、昏迷狀態、藥

物過敏、中樞神經因酒精或其他抑鬱藥物

造成抑制狀態之患者禁用

低血壓、焦躁、抑鬱、椎體外症候群 勿飲酒。

Bipidin 5mg/ml 1ml 美必定注射液
Biperiden Lactate

5mg/ml 1ml

帕金森氏症、椎體外

症候群、急性尼古丁

中毒

窄角性青光眼、胃腸道狹窄或阻塞、先天

性巨結腸症、重症肌無力患者者禁用本藥
瞳孔放大、口乾、便秘

1.本品會損壞到發汗的能力，特別是大熱天

的時候，使用期間病人少去做運動 2.口含硬

糖、咀嚼口香糖或嗽口可以減輕口乾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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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acodyl 10mg supp. 無祕栓劑 Bisacodyl 10mg 便秘、清腸

1. 因有誘發子宮收縮而有流產、早產之

危險性，所以孕婦或可能已懷孕婦女，不

得大量給藥。 2.緩瀉劑治療期間若直腸出

血，嚴重腹痛，或腸功能突然改變時，要

馬上通知醫師。 3.沒諮詢醫師的情況下，

不要使用緩瀉劑超過1～2週，而且要避免

產品無效時，擅自增加劑量，會發生緩瀉

劑依賴性或電解質不平衡。

腹痛、過敏、直腸刺激感

Bismuth  324mg 次碳酸鉍錠
Bismuth

Subcarbonate 324mg
腹瀉

沙門桿菌、志賀桿菌引起之下痢及廣效性

抗生素引起之偽膜結腸炎應避免使用
腹痛、頭痛、噁心、嘔吐、便秘

1.請勿與制酸劑或牛奶一起服用

2.少數病人可能會有糞便顏色變深(黑色)或

有噁心、嘔吐、便秘、腹瀉等現象，若症狀

持續或加劇時請告知醫師。

Brexa  10mg 腦靜膜衣錠 Olanzapine  10mg

思覺失調症及其他明

顯有正性及/或負性

之精神病、雙極性疾

患之燥期發作、預防

雙極性疾患之復發

體重增加、嗜睡、血漿泌乳素上升、

食慾增加、血糖增加、三酸甘油脂與

血脂增加、眩暈、靜坐不能、帕金森

氏症候群、運動困難、姿態性低血

壓、便秘與口乾、肌張力不全、疲

勞、水腫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Bromazin 3mg 牟靜錠 Bromazepam 3mg 焦慮狀態

懷孕三個月以內的孕婦、藥物過敏、嚴重

呼吸不足、嚴重肝功能不足或睡眠呼吸停

止症候群患者禁用

思睡、頭昏眼花、抑鬱、眩暈、噁心

Carbomix Gran for

Susp 61.5gm
蓋抹滅顆粒劑

Charcoal  813mg/gm

61.5gm

緊急治療藥物或化學

品中毒之病人
便秘、腹瀉

§Cardolol  10mg 心康樂錠 10毫克
Propranolol Hcl

10mg

狹心症、不整律（上

心室性不整律、心室

性心博過速）、原發

性及腎性高血壓、偏

頭痛、控制原發性震

顫、控制焦慮性心博

過速、甲狀腺毒症的

輔助劑、親鉻細胞瘤

1.如有下列醫療問題存時，本藥之使用需

加謹慎：過去曾有過敏之病歷；充血性心

臟衰竭；糖尿病（本藥可能促進血糖過低

症並損及週邊循環）；氣腫或非過敏性支

氣管炎（可能促進支氣管痙攣）；肝、甚

功能障礙；Raynaud’s症及其他末梢血管

疾病（可能產生不良反應）以及甲狀腺機

能亢進（突然戒斷可增強症狀）。

2. 本藥治療期間應定期作下列檢測，用以

監視病患：血球計數，糖尿病人的血糖，

血壓，心、肝及腎功能。

心智混亂、疲憊、睏倦、心跳徐緩、

雙手皮膚感覺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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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oLOL 40mg 心康樂錠 40毫克
Propranolol Hcl

40mg

狹心症、不整律（上

心室性不整律、心室

性心博過速）、原發

性及腎性高血壓、偏

頭痛、控制原發性震

顫、控制焦慮性心博

過速、甲狀腺毒症的

輔助劑、親鉻細胞瘤

1. 如有下列醫療問題存時，本藥之使用

需加謹慎：過去曾有過敏之病歷；充血性

心臟衰竭；糖尿病（本藥可能促進血糖過

低症並損及週邊循環）；氣腫或非過敏性

支氣管炎（可能促進支氣管痙攣）；肝、

甚功能障礙；Raynaud’s症及其他末梢血

管疾病（可能產生不良反應）以及甲狀腺

機能亢進（突然戒斷可增強症狀）。

2. 本藥治療期間應定期作下列檢測，用以

監視病患：血球計數，糖尿病人的血糖，

血壓，心、肝及腎功能。

心智混亂、疲憊、睏倦、心跳徐緩、

雙手皮膚感覺異常

Carpine 200mg 卡賓錠
Carbamazepine

200mg

癲癇、三叉神經痛、

躁症和躁鬱症之預

防、酒精戒斷症候

群、尿崩症、糖尿病

引起之神經疼痛

對本品過敏、心臟房室阻斷、骨髓抑制病

史、正在使用MAOI、急性間歇性紫斑沈

著症的患者禁用本藥

食慾減退、口乾、乾嘔、腹瀉或便

秘、頭痛、暈眩、嗜睡、運動失調、

視覺調節作用異常、複視或老年人偶

而發生的精神上混亂及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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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Johnson

Syndrome/ToxicEpidermal Necrolysis

SJS/TEN）不良反應，如出現喉嚨痛、嘴巴

破、眼睛癢、皮膚紅疹等，應立即停藥，回

診主治醫師。

Cephalexin   500mg 賜福力欣膠囊
Cephalexin

Monohydrate 500mg

葡萄球菌、鏈球菌、

肺炎雙球菌、腦膜炎

球菌及其它具有感受

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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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心、嘔吐、腹瀉、腹部不適、消化

不良

Chlorpheniramine

5mg/ml 1ml

縮水蘋果酸氯芬尼拉

明針劑

Chlorpheniramine

5mg/ml 1ml

過敏性鼻炎、氣喘、

蕁麻疹、濕疹、皮膚

搔癢症、過敏性疾患

1、病人對它種抗組織胺劑有過敏反應時

，對本藥亦可能發生過敏。

2、老年病人服用本藥較易發生眩暈、鎮

靜、精神錯亂及血壓過低。

3、酒精、中樞抑制劑或其它三環抗憂鬱

劑與本藥共用會增強彼此藥效。

4、抗蕈毒鹼劑特別是Atropine及相關化

合物與本藥共用，會增強其作用。

5、單胺氧化酶抑制劑(MAO Inhibitors)

與本藥併用，會延長及增強本藥之抗蕈毒

鹼作用，應避免併用。

6、患有前列腺增生症、尿液瀦留、閉角

型青光眼、幽門或十二指腸梗阻的病人須

慎用此藥，因可能會使病情惡化。

思睡、倦怠感、口乾、

1、本藥對孕婦之安全性未被證實，應就其使

用上之危險及效益加以考慮。

2、本藥有少量由乳汁中排泄，對嬰兒產生的

不良反應較具危險性，故哺乳婦以不使用為

宜，同時．本藥的抗蕈毒鹼作用也會抑制泌

乳。

3、新生兒或早產嬰兒對本藥的不良反應較具

危險性，應避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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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pine 25mg 來特平錠 25毫克 Clozapine 25mg
其他藥物治療失效的

思覺失調症病患

顆粒性白血球缺少症、嚴重肝腎病變患者

禁用本藥

心跳過快、暫時性發燒、思睡、唾液

分泌過量、暫時性自主神經症狀、低

血壓、噁心、嘔吐、尿滞留、顆粒性

白血球缺少、抗精神病藥物惡性症候

群

1、可能影響到開車和操縱機器的能力。

2、癲癇、心臟血管、腎和肝臟病患使用本品

宜小心。

3、本品有可能導致顆粒性白血球缺少其症狀

包括類流感症狀、發燒、喉嚨痛、嗜睡及其

他感染等。

Dexfrerin  2mg 德惠臨錠
Dexchlorpheniramine

2mg

緩解過敏性鼻炎、枯

草熱所引起之相關症

狀（流鼻水、打噴

嚏、眼睛及喉部搔

癢）及過敏所引起之

搔癢、皮膚癢疹

腹瀉、上腹不適、噁心、嘔吐
60 歲以上患者使用易引起昏眩和低血壓應慎

防跌倒

§※Dipachro S.R.F.C

300 mg

帝帕克持續藥效膜衣

錠 300毫克

Valproate

199.8mg.Vlproic acid

87mg

癲癇之大發作、小發

作、混合型、顳葉癲

癇、躁病

1、服用本品患者宜事前先檢查肝功能，

之後還得定期檢查。

2、服用本品的患者不宜開車或從事危險

性的工作。

3、本品會造成尿酮檢驗結果誤判，糖尿

病檢查時宜謹慎

噁心、嘔吐、消化不良、鎮靜、延長

出血時間、睏倦、發燒、虛弱、手發

抖、掉頭髮、不正常出血、血清中轉

胺酶和LDH濃度提高

本藥品易受潮，應避濕儲存

§※dipaCHRO

S.R.F.C 500 mg

帝帕克持續藥效膜衣

錠 500毫克

Valproate

333mg.Vlproic acid

145mg

癲癇之大發作、小發

作、混合型、顳葉癲

癇、躁病

1、服用本品患者宜事前先檢查肝功能，

之後還得定期檢查。

2、服用本品的患者不宜開車或從事危險

性的工作。

3、本品會造成尿酮檢驗結果誤判，糖尿

病檢查時宜謹慎

噁心、嘔吐、消化不良、鎮靜、延長

出血時間、睏倦、發燒、虛弱、手發

抖、掉頭髮、不正常出血、血清中轉

胺酶和LDH濃度提高

本藥品易受潮，應避濕儲存

！Dopamin 40mg/ml

5ml
得保命注射液

Dopamine Hcl

40mg/ml 5ml

休克症候群及心臟衰

竭

嗜鉻細胞瘤患者、心室性心律不整患者禁

用本藥

噁心、嘔吐、心悸、心跳過速、稍低

血壓、中等程度的呼吸困難

Econ  40mg 益康錠 Simethicon 40mg 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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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ine 200mg 益健錠 Quetiapine 200mg
思覺失調症、雙極性

疾患之躁症發作

嗜睡、頭暈、口乾、輕微無力、便

秘、心搏過速、姿勢性低血壓及消化

不良、血小板減少

1、哺乳婦女應避免使用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ePINE 300mg 益健錠 Quetiapine 200mg
思覺失調症、雙極性

疾患之躁症發作

嗜睡、頭暈、口乾、輕微無力、便

秘、心搏過速、姿勢性低血壓及消化

不良、血小板減少

1、哺乳婦女應避免使用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Etumine 40mg 意妥明錠 Clotiapine 40mg 精神病狀態

精神混亂、錐體外症狀、肌緊張不

足、靜坐不能、假性帕金森氏症、遲

發性運動困難、鎮靜、視覺模糊、起

立性低血壓、口乾、便秘

勿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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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zo  2mg 艾斯樂錠 Estazolam 2mg 失眠。
禁忌：1、重肌無力症患者、孕婦。

2、正在使用Ritonavir治療的患者。

腳步笨拙或不穩、頭暈、昏昏欲睡、

口齒不清、心灼熱、宿醉。

1、使用本藥品時併服葡萄柚或葡萄柚汁時，

應注意可能產生的藥品交互作用。2、勿飲

酒、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3、

過量症狀：例如可能發生過度鎮靜，呼吸抑制

，低血壓或運動失調。對於Flumazenil解毒劑

有效。

Flucan  Decanaos

25mg/ml 1ml

Fluphenazine

25mg/ml 1ml

精神病狀態、噁心、

嘔吐

禁忌：1、不能承受酚塞秦類口服劑的患

者（如：動硬化症或柏金森氏症）。2、

對口服酚塞秦類藥物有過敏或黃疸反應。

3、患有腎臟嗜鉻細胞瘤、肝功能不足或

嚴重心臟病。

交互作用 ：1、增強酒精、安眠藥、鎮靜

劑或強力止痛劑產生的中樞神經系統抑制

作用。2、拮抗腎上腺素及其他擬交感神

經劑的作用逆轉Guanethidine及

Clonidine腎上腺素阻斷劑的降血壓效

應。3、減低L-dopa的抗帕金森氏病效

果、抗抑鬱劑的效果、三環抗抑鬱劑的代

謝、糖尿病的控制。4、促進抗凝血劑的

效果。5、與鋰產生交互作用。

除了錐體束外症之外，副作用並不常

見。發生錐體束外症狀時，可使用抗

柏金森氏藥物將之逆轉。

1.最常見副作用為可逆性錐體束外症

狀，包括帕金森氏症、緊張不全、運

動困難、靜坐不能、轉眼危象、角弓

反張、及反射亢進。

2.如黃疸或膽汁壅滯的肝損害可能發

生，此外，血性惡病質諸如白血球減

少症、顆粒性白血球缺乏症、血小板

減少性紫斑症、嗜伊紅血球增多症、

及全血球缺乏症亦曾有報告。3.皮膚

方面可能發生的副作用有搔癢、紅

斑、蕁麻疹、剝脫性皮炎、及類過敏

性反應。4.周圍性水腫，內分泌失調

例如異常生乳，以及自主反應包括噁

心、食慾喪失、流涎、多尿、出汗、

口乾、頭痛、與便秘都有發生可能，

但自主反應通常可減少劑量或暫停服

用而得到控制。如有思睡或昏睡現象

，劑量也應減少。倘病人產生類似緊

張狀態，則由於所用的劑量超過規定

劑量太多之故。5.使用本品極少構成

低血壓問題，然患嗜銘性細胞瘤、大

腦血管或腎機能不全、或嚴重心臟儲

血缺乏如僧帽瓣不全等病人特易引起

1.不可用於非精神性疾患或短期治療(小於三個

月)。2.不可用於對其活性或非活性物有過敏史

的病人。用於對其他酚塞秦類藥物有過敏史的

病人要格外小心，以免發生交互過敏。3.不可

使用於似或確立有皮質下腦傷的病人及接受大

劑量的中樞神經系統抑制性藥物治療的病人

(如酒精、巴比妥鹽類藥物、麻醉藥、安眠藥

等)，以及處在昏迷或嚴重抑鬱狀態下的病

人。4.不可用於患有血液惡病質或肝臟損傷的

病人。5.遲發性動困難，是一種症候群，包括

潛在、不可逆、不隨意的運動性移動困難，可

能出現在使用抗精神病藥物的病人身上。6.使

用這個藥物會使操作重型機械所需的心智及身

體能力受損傷，特別是在治療的第一天。這個

藥物和酒精併用時會加強酒精的作用。7.不可

用於12歲以下的孩童。8.由於可能產生交互過

敏反應，故本藥用於膽汁鬱積性黃疸、皮膚疾

患或其他對酚塞秦衍生物過敏的病人時，要很

小心。9.酚塞秦藥物的即將動手術的精神科病

人須注意防範低血壓現象，甚至，可能需要減

少麻醉劑或中樞神經抑制劑的使用量。10.對

某些使用本藥的病人，因為會促抗膽鹼激素效

應，因而可能使阿平(Atropine)的作用加強。11.

長期使用時，可能會產生肝臟或腎臟缺損、色

素性視網膜病變、晶狀體及膜沈著，以及不可

運的運動困難。12.本藥用於曝露在高熱或含

Flurazin  f.c  5mg 福樂生錠
Trifluoperazine Hcl

5mg

精神病狀態、噁心、

嘔吐、攻擊性與破壞

性之行為障礙

1、開車、操作機器或做其他需要靈敏動

作之工作，必須特別留意。

2、由躺著或坐著突然站立起來應加小

心。

3、如果有不安或興奮發生時，應停止用

藥並請醫師檢查。

4、運動或天熱時投藥應注意。

5、投用本藥尿液可能變色。

6、對神經質、精神及情緒狀態的治療可

能需要好幾星期才能達到所需效應。

肌肉痙攣、不安、曳足而行、錐體外

症候群、眩暈、低血壓、排尿困難、

遲發性運動困難、皮疹、喉痛、發

燒、黃疸、視力模糊、便秘、出汗減

少、思睡、口乾、鼻充血、異常快心

跳、經期改變、性能力降低、皮膚對

光之敏感性增加、乳房變大

1、本藥如與食物、牛奶或水共服可減低對胃

之刺激。

2、本藥口服後1 小時內，不可服用制酸劑或

瀉劑。

3、病人停藥前應請醫師作檢查，需要逐漸地

降低劑量。

Fucou 去咳寧膠囊

Medicon

20mg;Lysozyme

20mg;Cresosulfonate

90mg

鎮咳、袪痰 正在使用MAOI治療的患者禁用本品
發疹、發赤、噁心、嘔吐、食慾不

振、眩暈

§Fute 5mg 安平靜膜衣錠
Flupentixol Hcl s.c

5mg
精神病狀態

循環性虛脫、任何原因(如酒精、巴比妥酸

鹽或鴨片劑中毒)導致之中樞神經系統抑

制、昏迷、惡血質、嗜鉻細胞瘤之患者禁

用本藥

錐體外症候群、遲發性運動不能、暫

時性失眠
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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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ycopyrodyn 1mg 格比平錠 Glycopyrolate 1mg

手術前手術中用以減

少唾液、支氣管、咽

囊分泌物和胃分泌之

游離酸；麻醉或插管

治療時用以阻斷心臟

迷走神經反射作用、

消化性潰瘍之輔助治

療

便秘、口乾、嘔吐、面色潮紅、鼻

塞、尿滯留

1、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2、服用本藥可能影響體溫調節，應避免曝露

在過熱的環境或脫水情形發生。

§Haldomin 100ml 煩樂平內用液
Haloperidol 2mg/ml

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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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睡、心臟衰竭、巴金森氏症、基底核損

傷患者禁用本藥

坐立不安、動作遲緩、手發抖、表情

淡漠、吞嚥困難、錐體外症候群

1、勿飲酒。

2、用藥後可能發生頭暈

§Halin 5mg 哈寧錠 Haloperidol 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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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睡、心臟衰竭、巴金森氏症、基底核損

傷患者禁用本藥

坐立不安、動作遲緩、手發抖、表情

淡漠、吞嚥困難、錐體外症候群

1、勿飲酒。

2、用藥後可能發生頭暈

Iwell 宜胃錠

Aluminun

Dihydroxyallantoinate

(=Aldioxa)50mg;

Aluminun Mg.silicate

450mg

胃酸過多、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急/

慢性胃炎

1、未滿3個月之嬰幼兒不得使用；2、如

有慢性胃痛、胃部不適或灼熱感，以及消

化道潰瘍患者，應先就醫確定診斷後再行

服用。3、腎衰竭病患如長期服用本品，

應謹慎。

1、保存於陰涼之處，避免陽光直射；2、賦

形劑內含乳糖，對於牛奶或乳製品耐受度低

者宜注意。

§※Johnlax 5mg 便通樂錠 Biscodyl 5mg 腹部不適

§Johnstal  500mg 祥疏痛錠
Mefenamic Acid

500mg
鎮痛、抗炎、解熱

消化性潰瘍、孕婦、藥物過敏之患者禁用

本藥
-噁心，嘔吐，腹瀉

Lamotrix  100mg  樂默妥寧錠 Lamotrigine  100mg

癲癇症、其他抗癲癇

藥無法滿意控制之局

部癲癇、泛發性強直

性陣攣性癲癇之輔助

療法、Lennox-

Gastaut症候群

複視、視力模糊、昏眩、嗜睡、頭

痛、不安、疲勞、胃腸煩悶、易怒、

皮膚疹

Ligilin 300mg 鋰齊寧膠囊
Lithium Carbonate

300mg
躁病、預防性躁鬱病

手震顫、噁心、口渴、多尿、倦怠、

肌肉虛弱、運動不能、舞蹈病、錐體

外症候群、思睡、眩暈、不安、心智

混亂、語無論次、耳鳴、視力模糊、

低血壓、心律不整、食慾不振

當使用lithium治療時，一定要攝取足量的鹽

和體液(每天2,500ml至3,000ml)，如果減少

體液的攝取，會減慢lithium的排泄，而增加

其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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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uda 80mg 樂途達錠 Lurasidone  80mg

思覺失調症、第一型

雙極性疾患之鬱症發

作

1、患有失智症相關精神疾病的老年患者服

用抗精神疾病藥物，會增加死亡的風險。

2、LATUDA未核准使用於治療失智症相關

精神疾病的患者。3、兒童、青少年與年輕

成人服用抗鬱劑時，會增加自殺的意念與

行為風險。4、密切監測是否惡化和出現自

殺的意念或行為。5、LATUDA未核准使用

於兒童鬱症的患者。

可能出現：「抗精神病藥物惡性症候

群 (NMS)」的複合症狀、遲發性運動

困難 (Tardive Dyskinesia)、靜坐不能、

嗜睡與焦躁不安、錐體外症狀(EPS)(如

帕金森氏症、焦躁)、代謝變化（如血

糖過高和糖尿病、血脂異常、體重增

加 ）

可能出現：1、高泌乳素血症女性停經或乳溢

，男性勃起功能障礙或男性女乳症；2、姿勢

性低血壓的風險；3、白血球減少症/嗜中性白

血球減少症；4、干擾認知和動作表現；5、避

免飲用酒精；6、避免過熱和脫水。

§Loperam 2mg 肚倍朗膠囊 Loperamide Hcl 2mg 急性、慢性腹瀉 腹部絞痛、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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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azin 1mg 樂力靜錠 Lorazepam 1mg 焦慮狀態

1.本品可能出現夢遊行為

2.對Benzodizapine類藥物過敏者、急性

狹角性青光眼、急性酒精中毒、昏迷、休

克、懷孕、哺乳患者禁用

思睡、眩暈、虛弱及情緒不穩 勿飲酒。

Mag  Oxide 250mg 氧化鎂錠 Mag  Oxide 250mg
胃部不適、胃酸過

多、緩瀉
腹瀉

Meclizine 25mg 美克旅鎮片 Meclizine 25mg 噁心、嘔吐、暈眩 倦睡、口乾、視覺模糊 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Methacin Gel 20gm 麻腫消凝膠
Indomethacin

10mg/gm
消炎、鎮痛、解熱 對非類固醇類止痛藥過敏之患者禁用本藥 搔癢、熱感、潮紅、發疹 眼睛或粘膜勿使用本劑

Methasone  0.5% 1ml 敏速平注射劑

Dexamethason

0.5%1ml (5mg/ml

1ml)

關節炎、散播性之紅

斑性狼瘡、結節性動

脈周圍炎、皮膚炎、

支氣管氣喘、滑液囊

炎、腱炎、關節周圍

炎、濕疹、天皰瘡、

火傷、手術時之休克

1、胃腸潰瘍病患使用時務需特別注意。

2、 因可能引起浮腫及血壓上升，腎臟疾

患及高血壓患者應特別注意。

3、糖尿病患者使用時有需增加Insulin藥

量。

4、服藥期間需充分補充蛋白質。

口乾、尿多、腸胃不適、四肢浮腫

Mokotam 30mg 莫咳痰錠 Ambroxol Hcl 30mg 袪痰 懷孕的前三個月並不建議使用
疲勞、口乾、鼻溢、便秘、排尿困

難、接觸性皮膚炎



「北新醫療社團法人北新醫院」用藥指導綜合表

Morefine F.C 100mg 莫煩膜衣錠
Chlorpromazine

100mg

躁症、精神病狀態、

噁心、嘔吐、攻擊性

與破壞性之行為障礙

出生未滿六個月之嬰兒、兒童、銀髮族及

昏迷、循環休克、腦炎、腦腫傷、氣喘、

肺氣腫患者禁用本藥

血壓下降、疲倦、視力減弱、夜盲、

口乾、下痢、便秘、鼻塞、呼吸困

難、發燒

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Mupod 200 mg“S.C.” 憂利安錠 Amisulpride 200mg 思覺失調症
老年人使用低血壓及鎮靜之危險性較高，

應特別小心使用

失眠、嗜睡、錐體外徑症狀、早期不

自主運動、遲發性運動困難、心跳變

慢、低血壓、姿勢性低血壓、QT波延

長、噁心、嘔吐、口乾、便秘、性慾

障礙、體重增加、月經失調或停止、

乳溢、男子女乳症、高泌乳素血症、

視力調節障礙

Mycocin  15gm 黴星乳膏

Dflucortolone 21-

Valerate 1mg;

Isoconazole 10mg;

/gm

黴菌及格蘭氏陽性細

菌所引起之皮膚病
皮膚發紅

NaCl  0.9% 500ml 生理食鹽水注射液
Isotonic NaCl  0.9%

500ml p.p

Nitrostat 0.6mg 耐絞寧 Nitroglycerin  0.6mg 狹心症之治療及預防

服用本品後暫時性頭痛可能會立即發

生，以及眩暈、虛弱、蒼白，心跳過

快、起立性低血壓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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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品應置於原包裝瓶內室温儲存，並避免

潮濕，開封6個月後，未用完的藥品應丢棄。

Phenytoin 100mg 本乙內醯脲錠
Diphenylhydantoin

1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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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血中濃度調整劑量，使之維持於10-20

μg/ml。

齒齦增生、腳步不穩、意識混淆、眼

球顫動、口齒不清

1.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2.本品會降低避孕藥的效果，宜採用其他避

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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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 必克風膠囊

Scanol 120mg、

Dexchlorpheniramine

1.17mg、

Ethoxybenzamide

300mg 、Caffene

50mg

緩解感冒之各種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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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停藥立即就醫。2、除醫師指示，曾

經因藥物引起過敏症狀者及12歲以下，青

光眼、肺氣腫、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因

前列腺腫大引起之排尿困難患者，請勿服

用本劑。3、若咳嗽持續達一星期以上，

或若有高燒、膿痰、疹子或持續性頭痛，

應停藥立即就醫。4、服用本劑後，如果

症狀沒有改善或症狀還併隨有發燒或發燒

持續三天，應停藥立即就醫。5、服用本

劑後，如果喉嚨疼痛持續二天以上並併有

高燒、頭痛、噁心或嘔吐，應停藥立即就

醫。

1、Scanol：偶有過敏反應，在建議劑

量下使用少有副作用發生，長期服用

超大劑量會引起肝毒性，在兒童急性

中毒劑量小於150mg/Kg。

2、Dexchlorpheniramine：嗜睡、口

乾、倦怠感、視覺模糊、錯亂、小便

困難、心跳加速。

3、Caffene：神經質、興奮、睡不著

與心搏加快。

1、須置於小孩接觸不到之處、避免陽光直射

，宜保存於陰涼之處。2、勿超過建議劑量，

若有副作用產生，應立即停藥就醫。3、不得

併服含酒精飲料。4、服用本劑時請勿再服用

含咖啡因藥品、飲料(如：茶、咖啡、可樂

等)。5、服用本劑後，駕車或操作危險器械

時要小心

§Quiapine  100mg 快安平錠 Quetiapine 100mg
思覺失調症、雙極性

疾患之躁症發作

嗜睡、頭暈、口乾、輕微無力、便

秘、心搏過速、姿勢性低血壓及消化

不良、血小板減少

1、哺乳婦女應避免使用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Risdon   1mg 樂思得膜衣錠 Risperidone   1mg

思覺失調症、雙極性

疾患之躁症發作、治

療失智症病人具嚴重

攻擊性，或精神分裂

症類似症狀。

失眠、精神激動、焦慮、頭痛、光敏

感、體温調節能力降低、錐體外症候

群

1、服用本品可能皮膚會對光敏感，不宜暴曬

陽光下

2、服用本品可能體重增加，應注意飲食

§risDONE  2mg 雷司動錠 Risperidone  2mg

思覺失調症、雙極性

疾患之躁症發作、治

療失智症病人具嚴重

攻擊性，或精神分裂

症類似症狀。

失眠、精神激動、焦慮、頭痛、光敏

感、體温調節能力降低、錐體外症候

群

1、服用本品可能皮膚會對光敏感，不宜暴曬

陽光下

2、服用本品可能體重增加，應注意飲食

！◎Rivopam   2mg 可那平錠 Clonazepam 2.0mg
癲癇、痙攣、焦慮、

恐慌

1、用藥前，若準備懷孕或哺乳請告知醫

師。

2、接受任何手術前，請告知醫師。

頭暈、昏昏欲睡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Rolikan 7% 20ml 樂麗康注射液
Sod. Bicarbonate

70mg/ml 20ml

酸性中毒疾患、濕

疹、蕁麻疹等皮膚疾

患、胰島素休克之緩

和、孕吐暈車、大腸

菌性尿路疾患、結核

性膀胱炎、防止由葡

萄糖注射液等引起之

體液酸化

本品呈鹼性，若與其他注射藥混合時，易

起化學變化，需注意

口唇麻木感、知覺異常、脈搏減慢、

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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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is IV Inj  "VPP" 樂泄靜注射液
Furosemide 10mg/ml

2ml

利尿、高血壓、急性

肺水腫

起立性低血壓(開始治療時)、嘔吐、頭

痛、視力模糊、耳鳴；較少發生者：

胃腸刺激、便秘、身體不適、白血球

過少、貧血、蕁麻疹、對光敏感，多

發性紅斑、剝落性皮膚炎、壞死性血

管炎，虛弱、尿意頻繁、泌尿道膀胱

痙攣、血栓靜脈炎

為了防止鉀質過度的漏失，應補充富含鉀質

的食物

§Satamol 4mg 沙得蒙錠 Salbutamol  4mg
支氣管痙攣、慢性支

氣管炎

心悸、震顫、不安、頭痛、高血壓、

口乾、喉頭刺激性

Scopomin Inj   10

mg/ml  2 mlL
施可保寧注射液

Scopolamine

Bromobutylate  10

mg/ml  2 mlL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

瘍、胃炎、胃賁門痙

攣、食道痙攣、膽囊

炎、膽管炎、膀胱痛

心悸亢進、排尿障礙、口渴、便秘偶

有腹部膨滿感、頭重感、頭痛、眼睛

調節障礙

sinDIPINE  10mg 心得平微粒膠囊 Nifedipine 10mg 狹心症、高血壓
懷孕、哺乳、心因性休克、急性心肌梗塞

患者禁用

潮紅、頭痛、倦怠感、眩暈、噁心、

末梢水腫、熱感
服用本品時應避免併服葡萄柚或葡萄柚汁

Sinzac 20mg 信樂膠囊 Fluoxetine 20mg
抑鬱症、暴食症、強

迫症

1、不可與MAOI合併使用,或者停用MAOI

後應至少隔14天以上才能開始使用本藥,且

停用本藥後至少隔5週才開始使用MAOI。

2、本品主要經由肝臟代謝，經由腎臟排

泄，所以肝、腎病人服用時宜小心。

頭痛、緊張、焦慮、失眠、噁心、腹

瀉

！§◎Sotalon 10mg 舒得夢膠囊 Zaleplon  10mg

嚴重、病人功能障礙

或遭受極度壓力之失

眠症患者

老年人、腎功能不全、呼吸功能不全、酒

精濫用、憂鬱症患者慎用
頭痛、虛弱、嗜眠、昏睡、腹痛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Stilnox CR

6.25mg
使蒂諾斯長效錠

Zolpidem Tartrate

6.25mg
失眠症 15歲以下兒童、孕婦、哺乳婦女禁用本藥

暈眩、嗜眠、噁心、頭痛、記憶障

礙、夜間不安、腹瀉、跌倒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3、若長期使用本品治療，避免突然停藥或急

速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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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fasil Cream 1%

10mg/gm 25gm"VPP"
灼膚星乳膏

Sulfadiazine Silver

10mg/gm 25gm

局部預防及治療二

級、三級燒傷的傷口

化膿

曾對磺胺藥過敏、光線過敏、肝或腎障害

之患者應慎重使用。
搔癢、發紅、腫脹、丘疹、小水泡

本劑與外用酵素製劑併用會減弱藥效，併用時

應注意。

Suride 200mg 速安錠 Supiride 200mg
精神病狀態、消化性

潰瘍
疑似有嗜鉻細胞瘤之患者禁用本藥

嗜睡、吞嚥困難、靜坐不能、 動作遲

緩、帕金森氏症、水腫、女性乳汁異

常分泌、男性女乳

Swisscort 5gm 膚可爽霜膏

Triamcinolone 1mg

;Nystatin 100000U;

Neomycin 2.5mg;

Gramicidin 0.25mg

/gm

濕疹、外耳炎、皮膚

搔癢症、神經性皮膚

炎、牛皮癬、頑癬、

香港腳、外傷、火

傷、化膿性皮膚病

皮膚燒灼感、乾、刺激、癢、紅或紅

疹

Switane  2mg 瑞丹錠
Trihexyphenidyl  Hcl

2mg

帕金森氏症、錐體外

症候群

口乾、噁心、視線不清、頭昏眼花、

神經質、低血壓

！◎Syndoman 15mg 欣得眠膠囊 Flurazepam 15mg 失眠症 重症肌無力、狹角性青光眼患者禁用本藥 嗜睡、眩暈、口乾、苦味味覺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Tenol 100mg 天樂錠
Atenolol 100mg

P.T.P
高血壓、狹心症

不能控制的心衰竭、心因性休克、竇房結

性心跳過慢患者禁用本藥

頭昏眼花、疲憊、心跳緩慢、低血

壓、慢性心衰竭、遮蔽低血糖的症

狀、支氣管痙攣

Through  20mg 便通樂錠 Sennaside A+B 12mg 緩解便秘 三歲以下及懷孕禁用本藥
輕微腸胃不適、腹瀉、流失水分及電

解質

1、本品會使酸性尿液呈黃、棕色，鹼性尿液

呈粉紅或粉紫色，且會使結腸黏膜變黑。

2、若有皮膚紅、皮膚癢等過敏症狀時，應停

止使用並請教醫生藥師。

Trazone 50mg 暢鬱舒錠 Trazodone Hcl 50mg
治療各種型態之抑鬱

症

藥物過敏、心肌梗塞發作後的恢復期間、

嚴重肝功能障礙之患者禁用本藥
思睡、眩暈、頭昏腦脹、倦怠、口乾

§Ubixa  5mg 憂散膜衣錠5毫克 Olanzapine  5mg

思覺失調症及其他明

顯有正性及/或負性之

精神病、雙極性疾患

之燥期發作、預防雙

極性疾患之復發

食慾增加、血糖增加、三酸甘油脂與

血脂增加、眩暈、靜坐不能、帕金森

氏症候群、運動困難、直立性低血

壓、便秘與口乾、肌張力不全、疲

勞、水腫、嗜睡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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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XA  10mg 憂散膜衣錠10毫克 Olanzapine  10mg

思覺失調症及其他明

顯有正性及/或負性之

精神病、雙極性疾患

之燥期發作、預防雙

極性疾患之復發

食慾增加、血糖增加、三酸甘油脂與

血脂增加、眩暈、靜坐不能、帕金森

氏症候群、運動困難、直立性低血

壓、便秘與口乾、肌張力不全、疲

勞、水腫、嗜睡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Vanconin  5mg 煩可寧錠 Diazepam  5mg
焦慮狀態、失眠、肌

肉痙攣

狹角性青光眼、小於六歲以下幼童禁用本

藥

低血壓、困惑、昏睡、便秘、尿液滯

留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vitaGEN 20%

20ml
美達研注射液20%

Glucose 20%

0.2gm/ml  20ml  p.p

胃腸障礙、病中病後

嘔吐、失去知覺時之

營養補給

高張液行靜脈內注射時要在可能範圍內緩

慢地施行，大量注射時將該液用溫水加溫

後使用為宜。

靜脈內注射時，因體質之不同，注射

之後，有時可能誘發輕度的惡寒顫慄

或發燒

Vitagen 5% 500ml 美達研注射液5%
Glucose 5% 500ml

p.p

胃腸障礙、病中病後

嘔吐、失去知覺時之

營養補給

高張液行靜脈內注射時要在可能範圍內緩

慢地施行，大量注射時將該液用溫水加溫

後使用為宜。

靜脈內注射時，因體質之不同，注射

之後，有時可能誘發輕度的惡寒顫慄

或發燒

！§vitaGEN 50%20ml 美達研注射液50%
Glucose 50%

0.5gm/ml  20ml  p.p

胃腸障礙、病中病後

嘔吐、失去知覺時之

營養補給

高張液行靜脈內注射時要在可能範圍內緩

慢地施行，大量注射時將該液用溫水加溫

後使用為宜。

靜脈內注射時，因體質之不同，注射

之後，有時可能誘發輕度的惡寒顫慄

或發燒

Wanse 旺血糖衣錠

Ferrous Fumarate

100mg ;Vit.B12

4mcg;Folic acid 2mg

對口服鐵治療有反應

的貧血，如因懷孕、

慢性或急性失血、飲

食限制、代謝性疾病

或手術後復原期所出

現的低色性貧血

惡性貧血患者禁用葉酸
噁心、皮膚起紅疹、嘔吐、腹瀉、心

口疼痛、臉部及四肢泛紅
使用本藥會使糞便呈現深綠或黑色

Winsumin 50mg 穩舒眠錠
Chlorpromazine

50mg

躁病、精神病狀態、

噁心、嘔吐、攻擊性

與破壞性之行為障礙

出生未滿六個月之嬰兒、兒童、銀髮族及

昏迷、循環休克、腦炎、腦腫傷、氣喘、

肺氣腫患者禁用本藥

血壓下降、疲倦、視力減弱、夜盲、

口乾、下痢、便秘、鼻塞、呼吸困

難、發燒

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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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Jet F.C.  50mg 憂解膜衣錠 Sertraline 50mg

鬱症、強迫症、恐慌

症、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PSTD）、社交恐

懼症及經前不悅症（

PMDD 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

1、 禁止用於已知對Sertralin過敏的病

人。

2、禁止用於服用pimozide的病人。

疲勞、顫抖、噁心、失眠、嗜睡、眩

暈。

注意事項：1、勿併用酒精或葡萄柚。

2、服藥後,請小心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過量處理：1、建立及維持呼吸道通暢，確定

有足夠的氧氣及換氣作用。2、過量時，考慮

以活性碳或可加上瀉劑達到淨化效果。不建

議催吐、洗胃。3、除了一般症狀性及支持性

的評量外，建議加上心臟及生命跡象的監

測。

Zapin 100mg 來特平錠 100毫克 Clozapine 100mg
其他藥物治療失效的

思覺失調症病患

顆粒性白血球缺少症、嚴重肝腎病變患者

禁用本藥

心跳過快、暫時性發燒、思睡、唾液

分泌過量、暫時性自主神經症狀、低

血壓、噁心、嘔吐、尿滞留、顆粒性

白血球缺少、抗精神病藥物惡性症候

群

1、可能影響到開車和操縱機器的能力。

2、癲癇、心臟血管、腎和肝臟病患使用本品

宜小心。

3、本品有可能導致顆粒性白血球缺少其症狀

包括類流感症狀、發燒、喉嚨痛、嗜睡及其

他感染等。

Zonin 50mg 柔靈平糖衣錠 Zotepine 50mg 思覺失調症
嗜睡、倦怠、失眠、口渴、便秘、眩

暈
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Zopim 10mg 若平膜衣錠

Zolpidem

Hemitartrate 10mg

PTP

失眠症 15歲以下兒童、孕婦、哺乳婦女禁用本藥
暈眩、嗜眠、噁心、頭痛、記憶障

礙、夜間不安、腹瀉、跌倒

1、勿飲酒。

2、服藥後，請勿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3、若長期使用本品治療，避免突然停藥或急

速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