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令代碼 ENIN1 

藥品名稱 Smile oral gel(Dexamethasone)5gm 微笑口內 

成分含量 DEXAMETHASON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淡黃色軟膏 

用途 口內膏 

適應症狀 糜爛或潰瘍伴隨口內炎或舌炎 

懷孕哺乳 C 級 

禁忌 1.口腔結核性、濾過性病毒性或其他化膿性感染者。 

2.曾對本劑產生過敏症狀的患者。 

注意事項 1.高齡患者之投與-通常高齡患者較易出現副作用，因此大量或長期

使用時應特別注意觀察。 

2.妊娠婦女之投與-妊娠中患者使用之安全性未確立，因此孕婦或可

能懷孕的婦女應避免使用。 

3.嬰幼兒的使用長期連續使用有引發發育障礙之虞。 

 

醫令代碼 EANTI 

藥品名稱 ANTIVIRS(ACYCLOVIR)CREAM/5GM 安特斯乳膏 

成分含量 ACYCLOVIR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抗病毒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白色乳膏 

用途 乳膏劑 

適應症狀 由單純疱疹引起之感染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EBUT 

藥品名稱 Ankorme Cream 10gm 安可黴乳膏 

成分含量 BUTENAFINE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黴菌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用藥指示 請依醫師指示塗抹於患部 

藥品外觀  

用途 乳膏劑 

適應症狀 
指(趾)間黴菌病(香港腳)、圓癬(體癬)、股癬等皮膚真菌屬黴菌引起

之皮膚感染症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EANT 

藥品名稱 ANTICSAR CREAM 15GM 去疤乳膏 

成分含量 
NEOMYCIN (SULFATE), ACETAMIDOCAPROIC ACID -EPSILON 

(ACEXAMIC ACID)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ANTICSAR CREAM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Atiscar cream 去疤乳膏 

用途 乳膏劑 

適應症狀 

外傷傷口、手術時的傷口、燒傷、廔管性骨炎、潰瘍性靜脈曲張、

動脈潰瘍、疤痕、潰瘍性褥瘡及預防燙傷癒合後引起的皮膚萎縮及

瘢瘤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EBETO 

藥品名稱 BETAMETHASON 10GM 貝他每松軟膏 

成分含量 BETAMETHASONE (AS DIPROPIONATE) 

用法用量 立即使用 

藥品分類 皮膚及黏膜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可能產生局部性刺激 

用藥指示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藥品外觀 白色軟膏 

用途 軟膏劑 

適應症狀 皮膚炎、皮膚過敏及其他皮質類固醇具有療效之皮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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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當的使用，不適宜長期使用 



 

醫令代碼 EBIO 

藥品名稱 BIODYNE OINT 百潔碘軟膏 10g/Tub 

成分含量 IODINE (POVIDONE) 

用法用量 立即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局部抗感染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會使皮膚或衣服染色 

用藥指示 將本品直接塗敷於患部 

藥品外觀 深褐色條狀軟膏 

用途 軟膏劑 

適應症狀 傷口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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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碘過敏者禁用,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醫令代碼 ECB 

藥品名稱 C.B.OINTMENT 5gm 強力施美藥膏 

成分含量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LIDOCAINE HCL, CAMPHOR, 

MENTHOL, METHYL SALICYLATE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止癢劑及局部麻醉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除非對其中成份過敏或體質特異，不然幾乎沒什別的副作用 

用藥指示 勿用於嬰兒及 2 歲以下兒童之鼻部 

藥品外觀  

用途 軟膏劑 

適應症狀 
皮膚搔癢症、昆蟲刺螫症、急慢性蕁麻疹之搔癢、神經性皮膚炎、

汗疹等之搔癢緩解 

懷孕哺乳  

禁忌 
本劑含有 Menthol，不得使用於嬰兒及 2 歲以下兒童之鼻部，以免引

起呼吸困難及窒息症狀 

注意事項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及粘膜 

 

醫令代碼 ECLO 

藥品名稱 CLOBETASOL 7gm 可立舒乳膏 

成分含量 CLOBETASOL PROPIONATE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皮膚起水泡、發癢、灼熱感、敏感性增加、傷口癒合差 

用藥指示 
1 天 1～2 次。情況獲得改善後即應停止用藥，治療超過四週後若未

再復診則應停止治療。 

藥品外觀 白色乳膏 

用途 乳膏劑 

適應症狀 牛皮癬、扁平苔癬、盤狀紅斑性狼瘡 

懷孕哺乳 C 

禁忌 

1.對藥品中任何成分過敏、細菌性感染(如膿痂疹(impetigo)、癤、瘇、

蜂窩組織炎)、念珠菌感染及皮癬症(dermatophytes infection)、單純性

及帶狀皰疹。 

2.使用於眼瞼或眼部周圍皮膚，藥品可能會進入眼中眼睛長期接觸

類固醇，可能產生白內障或青光眼。亦不適用於一歲以下幼兒之皮

膚病，包括皮膚炎及尿布疹。 

注意事項 

1.儘量避免長期使用，尤其嬰幼兒；避免進入眼睛以免造成青光眼。 

2.禁用於對此成份過敏、酒渣鼻、口周圍性皮膚炎、尋常性痤瘡、肛

門及生殖器搔癢症、原發性皮膚過濾性病毒感染。 



 

醫令代碼 EECOO 

藥品名稱 Fucon Cream 10gm 膚康乳膏 

成分含量 ECONAZOLE NITRATE,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抗發炎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白色乳膏 

用途 乳膏劑 

適應症狀 濕疹性黴菌病、輪廓性濕疹、頑癬、毛髮癬菌性毛囊炎鬚瘡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EFUS 

藥品名稱 FUSIK CREAM  5GM 膚淨美乳膏 

成分含量 FUSIDIC ACID 

用法用量 立即使用 

藥品分類 抗生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白色乳膏 

用途 乳膏劑 

適應症狀 葡萄球菌、鏈球菌或其他對 FUSIDIC ACID 敏感細菌的皮膚感染症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EHEM1 

藥品名稱 Xylmol ointment 15gm 喜癒痔軟膏 

成分含量 
HYDROCORTISONE ACETATE, LIDOCAINE, ALUMINUM 

ACETATE, ZINC OXIDE 

用法用量  

藥品分類 抗發炎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用藥指示 一天 2-3 次，將患部洗淨後，以適量直接塗布於患部 

藥品外觀 軟膏 

用途 軟膏劑 

適應症狀 痔瘡、肛門搔癢、直腸炎、肛門周圍膿腫及脫肛、肛門裂傷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EHIR 



藥品名稱 Cividoid gel(Heparinoid) 20gm 喜美凝膠 

成分含量 
HEPARINOID (SODIUM POLYANHYDROMANNURONIC ACID 

SULFATE) 

用法用量 需要時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皮膚及黏膜用藥 

藥品外觀 

 

副作用 過敏反應如發紅等現象發生，但停藥之後即可獲得緩解 

用藥指示 每日 3-4 次塗抹於患部 

藥品外觀  

用途 外用凝膠劑 

適應症狀 鈍物創傷後之血腫，淺層性靜脈炎之局部治療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於 Heparinoid Natural 或其他相關成份過敏時，不可使用本品 

注意事項 不可將喜美凝膠塗抹於傷口或受傷的皮膚 

 

醫令代碼 EINO 

藥品名稱 INDO-METHACIN 20GM OINT 麻腫消凝膠 

成分含量 INDOMETHACIN (eq to Indometacin) 

用法用量 需要時使用 

藥品分類 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透明凝膠 

用途 軟膏劑 

適應症狀 暫時緩解局部疼痛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醫令代碼 EKEN 

藥品名稱 My comb cream 5gm 美康乳膏 

成分含量 
NEOMYCIN (SULFATE), NYSTATIN,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GRAMICIDIN 

用法用量 立即使用 

藥品分類 抗生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皮膚燒灼感、乾、刺激、癢、紅或紅疹 

用藥指示 將本軟膏塗擦於患處，每天二至三次 

藥品外觀 白色乳膏 

用途 乳膏劑 

適應症狀 
濕疹、過敏性和發炎性皮膚病、續發性細菌或黴菌感染（念珠菌感

染） 

懷孕哺乳 C 級 

禁忌 
本品不得用於皮膚結核、急性單純觤疹、天花、水痘，亦不可用以

點眼及在眼圈附近塗敷 

注意事項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醫令代碼 ENEOO 

藥品名稱 Biomycin ointment 40GM 欣黴素藥膏 

成分含量 NEOMYCIN SULFATE, TYROTHRICIN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抗生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用藥指示 
每日塗敷數次，均勻擦於患處，如外患處為皮膚，敷藥前先用濕敷

料或肥皂與清水洗去，則效果更佳 

藥品外觀  

用途 軟膏劑 

適應症狀 急救、預防及減緩皮膚刀傷、刮傷、燙傷之感染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1.欣黴素藥膏係專供局部治療之用，並無作口服或注射之用，故塗用

欣黴素藥膏實較塗用任何其藥膏為安全，而且效力較強。 

2.本品為為兩種抗生素混合製劑，對各種革蘭氏陽性及革蘭氏陰性微

生物均有奇效。 

3.凡微生物對其他抗生素具有抵抗力時使用本品可奏效。 

 

醫令代碼 ESIL 

藥品名稱 SILIVERZIN 25gm 灼膚星乳膏 

成分含量 SULFADIAZINE SILVER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局部抗感染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用藥指示 
灼傷治療一日 1~2 次，先清潔患處，以無菌手套塗佈完全並達 2~3MM

厚；一般感染症以適量塗敷，每日一至數次 

藥品外觀 白色乳膏 

用途 乳膏劑 



適應症狀 治療或預防燒、燙傷引起之感染症 

懷孕哺乳 B 

禁忌 曾對磺胺藥過敏，光線過敏，肝或腎障害之患者應慎重使用。 

注意事項 

1.孕婦使用，應考慮有益性及危險性之比較。 

2.新生兒及早產兒，不推薦使用本劑。 

3.本劑與外用酵素製劑併用會減弱藥效，併用時應注意。 

4.廣範圍、大面積之使用場合，應定期測定血清滲透壓。 

5.本劑不可用於眼睛。 

 

醫令代碼 ETEO 

藥品名稱 TEIRIA GEL 40GM 思舒凝膠 

成分含量 ETOFENAMATE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外敷乳膏、藥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局部皮膚反應如搔癢、紅斑、非特異性皮膚過敏等 

用藥指示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取本劑適量，視疼痛範圍而定，塗抹患部，每日數次。 

（取適量凝膠，以手輕輕地將凝膠塗擦於患部及其周圍處，直至凝

膠快乾的時候，再取適量的凝膠繼續塗擦，依前述方法重覆塗擦凝

膠 2~3 次後，俟凝膠自然乾爽時，即完成一次擦藥的動作。每天擦

藥 2 或 3 次。） 

藥品外觀 透明凝膠 

用途 外用凝膠劑 

適應症狀 
肌肉性風濕症、上腕肩胛關節周圍炎、腰痛、坐骨神經痛、腱鞘炎、    

粘液囊炎。 

懷孕哺乳  

禁忌 1.外用藥，含有酒精，對酒精過敏者請勿使用。 



2.曾對任何非類固醇消炎藥或阿斯匹靈過敏者請勿使用。若有過敏

產生請立即停用。 

3.使用前、後請清洗雙手。 

4.不可使用於眼睛及其周圍、粘膜以及有傷口的皮膚。 

5.若要併用口服止痛藥，請先詢問醫師。 

注意事項 只限外用,不能觸及眼睛 

 

醫令代碼 ETCO 

藥品名稱 Tetracycline ophthalmic oint 5GM 鹽酸四環素 

成分含量 
TETRACYCLINE HCL (EQ TO 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 

用法用量 需要時使用 

藥品分類 抗生素類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用藥指示 
每隔 2 小時塗敷感染部位一次，或依病情需要決定間隔時間。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藥品外觀  

用途 點眼膏劑 

適應症狀 眼部細菌傳染性炎症 

懷孕哺乳  

禁忌 對藥物成分過敏者不得使用 

注意事項 
本藥使用前應把手及臉洗乾淨；最好使用滅菌之棉棒 

沾塗患部；瓶口勿因任何碰觸而汚染。 

 

醫令代碼 EULE1 

藥品名稱 Ulex Cream 10GM  悠力素乳膏 

成分含量 HYDROCORTISONE, CROTAMI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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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感染症、尋常性痤瘡、皮膚萎縮、紫斑、多毛 

用藥指示 塗抹於患部 

藥品外觀  

用途 乳膏劑 

適應症狀 

濕疹、皮膚炎群（包括進行性指掌角皮症、單純性苔癬、放射線皮

膚炎、日光皮膚炎、皮膚搔癢症、凍傷、乾癬、寄生性蟲體感染症

（疥瘡）及昆蟲刺傷） 

懷孕哺乳  

禁忌 

1.皮膚結核、單純疱疹、水痘、帶狀疱疹。 

2.曾對本劑有過敏症者。 

3.真菌症。 

4.潰瘍，第二度深在性以上的燙傷、凍傷。 

注意事項 
伴有皮膚感染的濕疹、皮膚炎如有使用的必要時，要事先使用或併

用適當的抗菌劑(全身適用)或抗黴菌劑。 

 

醫令代碼 E033 

藥品名稱 金碘藥水 30ML 

成分含量  

用法用量 立即使用 

藥品分類 外敷乳膏、藥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用藥指示  

藥品外觀  

用途  

適應症狀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