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令代碼 LSCA 

藥品名稱 SCANOL(Acetaminophen)24mg/ml 安佳熱糖漿 

成分含量 Acetaminophen24m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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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胃不適,皮膚疹 

用藥指示 

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發燒或需要時服用，若症狀持續，則每 4-6 小時可重複服用，每 24

小時內不可超過 5 次。 

成人每次 20~30 毫升，12 歲以上適用成人劑量； 

6 歲以上未滿 12 歲，每次 10 ~ 15 毫升；  

3 歲以上未滿 6 歲，每次 5~7.5 毫升； 

3 歲以下之嬰幼兒，請洽醫師診治，不宜自行使用。 

初次應使用最小建議劑量，再視症狀增減用量。 

藥品外觀 紅色糖漿 

用途 口服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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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用藥宜謹慎權衡利弊。 

禁忌 對 ACETAMINOPHEN 過敏患者，嚴禁使用。 

注意事項 

1.服用後，若有發疹、發紅、噁心、嘔吐、食慾不振、頭暈、耳鳴

等症狀時，應停藥並就醫。 

2.除非有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請遵循下列情況服用： 

(1)3 歲以下不建議自行使用。 

(2)曾經因藥物引起過敏症狀者不得使用。 

3.服用本類製劑三天後，發燒、疼痛症狀未見改善，應停藥就醫。 

4.成人不得連續服用本類製劑超過 7 天，小孩不得超過 3 天，視情

形需要，繼續服用本類製劑前，請洽醫師。 

5.酒精警語：若每日喝三杯或更多之酒精性飲料，請詢問醫師是否

能服用本藥，因為 Acetaminophen 可能造成肝損害。 

 



醫令代碼 LBMS 

藥品名稱 Brown Mixiure (B.M.LIQ) 120ML 甘草止咳水 

成分含量 
ANTIMONY POTASSIUM TARTRATE, OPIUM TINCTURE, 

GLYCYRRHIZA FLUIDEXTRACT 

用法用量 需要時使用 

藥品分類 鎮咳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便秘,長期服用會成癮 

用藥指示 
服用前搖勻 

成人：每次 5 毫升，一日 3~4 次，視病況酌予增減。 

藥品外觀 黑色藥水 

用途 內服液劑 

適應症狀 止咳,袪痰 

懷孕哺乳 
C 級,孕婦或哺乳一般不建議使用,除非經由醫師診斷上病情之需要

時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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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具成癮性，須慎重給藥勿超過建議劑量。 

2.不得併服含酒精飲料。 

3.服後偶有思睡、眩暈現象，應避免開車及操作機械。 

4.發疹、搔癢、過敏時，應即停藥。 

5.本品含微量 Camphor，請依醫師處方使用。 

  

 

 

 

 

 

 

 

 



醫令代碼 LZYR 

藥品名稱 ZYRTEC SOLUTION MG/ML 60ML 勝克敏液 

成分含量 CETIRIZINE DIHYDROCHLORIDE (EQ TO CETIRIZINE 2HCL ) 

用法用量 每日二次 早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抗組織銨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尿液變色屬正常現象 

用藥指示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成人及 3 歲以上孩童適用。 

成人及 6 歲以上孩童：每次 10 毫克(即 2 匙)，一天一次，於晚餐時

與液體伴服。 

3~6 歲孩童：一天一次，每次 5 毫克(即 1 匙)，於晚餐時服用。或分

別於早、晚各服用 2.5 毫克(即半匙)。 

10 毫克(= 2 匙) = 10 毫升 

5 毫克(= 1 匙) = 5 毫升 

2.5 毫克(= 1/2 匙) = 2.5 毫升 

腎功能不全的患者服用本藥時，其劑量應減半。 

藥品外觀 無色香蕉味液體 

用途 內服液劑 

適應症狀 
季節性鼻炎、過敏性鼻炎、結膜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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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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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但應避免。 

2.動物實驗上，尚無引起畸型胎之報告，但懷孕及哺乳的婦人請謹

慎使用。 

3.至今尚未有藥物交互作用方面的報告，但若同時服用安眠藥者，

請謹慎使用 

4.實驗證明，對正常人投予 20～25mg/天的劑量，不會影響正常的睡

眠及活動時間。但從事駕及操作機械者，請小心使用，儘量不要過

量服用。 



醫令代碼 LCOL 

藥品名稱 Colin solution 120ml/瓶 咳利寧液 

成分含量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PLATYCODON FLUID 

EXTRACT, POLYGALA FLUIDEXTRACT 

用法用量 需要時使用 

藥品分類 鎮咳劑複方 

藥品外觀 

 

副作用 皮膚疹,偶有嗜睡 

用藥指示 成人每次 5ml，一日 3～4 次，6～12 歲兒童減半。  

藥品外觀 黑褐色糖漿液 

用途 內服液劑 

適應症狀 鎮咳、袪痰（由支氣管炎、咽喉頭炎所引起之咳嗽及喀痰） 

懷孕哺乳 B/D 級  

禁忌 青光眼(綠內障)、前列腺肥大等尿道閉塞性患者 

注意事項 

1.有可能會引起睡意，故服用時應注意不可駕車或從事具危險性之

機械操作工作。 

2.本藥含桔梗、遠志等中藥成分，故可能會產生微細沈澱，使用前

搖勻，即可安心服用。 

 

 

 

 

 

 

 

 

 

 

 

 



醫令代碼 LMEP 

藥品名稱 MEPTIN (EXDILA) 5MG/ML /30ml 喘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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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交感神經興奮藥物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胸悶,心悸 

用藥指示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通常成人：1 回 10 毫升(相當 Procaterol HCl 50μg)，1 日 1 回，睡

前服用；或 1 日 2 回，早晨及睡前各服用 10 毫升。 

6 歲以上的孩童：1 回 5 毫升(Procaterol HCl 25μg)，1 日 1 回，睡

前服用；或 1 日 2 回，早晨及睡前各服用 5 毫升。 

未滿 6 歲的孩童：1 回 0.25ml/kg(Procaterol HCl 1.25μg)，1 日 2

回，早晨及睡前各服用 1 回或 1 日 3 回，早、晚睡前各服用 1 回。 

得依年齡及症狀適當增減。未滿 6 歲的孩童 1 回標準量如下： 

未滿 1 歲：2~3 毫升（Procaterol HCl 10~15μg） 

1~3 歲：3~4 毫升 (Procaterol HCl 15~20μg) 

3~6 歲：4~5 毫升 (Procaterol HCl 20~25μg) 

藥品外觀 無色葡萄柚香液體 

用途 內服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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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級，孕婦宜慎重投與本劑 

禁忌 
本劑與 Epinephrine，Isoproterenol，Catecholamine 併用引起不整脈，

應避免併用。 

注意事項 

1.甲狀腺機能亢進、高血壓、心疾患、糖尿病患者、孕婦宜慎重投與

本劑。  

2.偶有心悸亢進、顏面潮紅、耳鳴、頭痛、胃部不適、口渴、全身倦

怠、皮疹等現象。 

3.本劑與 Epinephrine，Isoproterenol，Catecholamine 併用引起不整脈，

應避免併用。 

4.本劑對Ａllergen 引起的皮膚反應有抑制作用，欲實施皮膚試驗時，

須在 12 小時前停藥。 



醫令代碼 LMAC1 

藥品名稱 IBUPROFEN 20MG/ML 依普芬 

成分含量 IBUPROFEN 

用法用量 每日四次 早午晚飯後及睡前使用 

藥品分類 非類固醇類抗發炎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 

用藥指示 

嬰幼兒：6 個月到 12 歲：體溫 39℃以下，每公斤服 0.25 毫升，每

6~8 小時一次。 

體溫 39℃以上，每公斤服 0.5 毫升，每 6~8 小時一次。 

一天每公斤最大服用量為 2 毫升。 

幼年型關節炎：每公斤每天 1.5~2 毫升，分 3~4 次服用。 

成人：發燒：每次 20 毫升，每 4~6 小時一次。 

月經痛：每次 20 毫升，每 4~6 小時一次，必要時每 4 小時一次。 

風濕性關節炎：每次 15~40 毫升，每天 3~4 次。 

藥品外觀 粉紅色液體﹙用前請搖勻﹚ 

用途 懸液劑 

適應症狀 一般疼痛之緩解及解熱、關節炎輕度疼痛之緩解 

懷孕哺乳  

禁忌 對此藥成分過敏 aspirin 及其他 NSAID 藥物過敏。 

注意事項 

1.使用消炎鎮痛劑治療乃為對症療法，而非原因療法。 

2.用於治療慢性疾患 (慢性風濕性關節炎) 時應考慮下列事項： 

1)長期投與時，須定期作臨床檢查 (尿液檢查、血液檢查及肝機能檢

查)，如發現有異常現象，則須採取減量或停藥等適當措施。 

2)考慮採用非藥物性療法。 

3.用於治療急性疾患時，應考慮下列事項： 

1)對於急性炎症，須考慮其病痛及發熱程度而給藥。 

2)原則上應避免長期使用同一類藥品。 

3)如有原因療法，則應採用。 

4.須仔細觀察患者之狀況，留意有否副作用發生。可能出現過度體

溫下降、虛脫、四肢冷卻等症狀，對患者有高燒之幼兒及高齡或消

耗性疾患之患者，給藥後尤須注意觀察患者之狀況。 

5.本藥可能會遮蔽感染症狀之顯現，因此用於治療感染所引起之炎



症時，必須合併使用適當之抗菌劑，同時仔細觀察，慎重投與。 

6.儘量避免與其他消炎鎮痛劑合併使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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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令代碼 LDUPH 

藥品名稱 Lactul syrup 300ml  樂多糖漿 

成分含量 LACTULOSE 

用法用量 需要時使用 

藥品分類 去氮毒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腹瀉,腹脹,噁心,食慾不振 

用藥指示 

1.便秘：初劑量如下：成人─15ml 每日二次，5～10 歲兒童 15ml 每

日 2 次，5 歲以下兒童 5ml 每日 2 次，嬰兒─2.5ml 每日二次。 

2.肝性腦病變（門系腦病變），肝昏迷及治療。初劑量為 30ml～50ml

每日三次，維持劑量調整為使患者每日有 2～3 次的軟便。 

藥品外觀 水劑 

用途 糖漿劑 

適應症狀 患病期慢性便秘、門系肝腦病變、肝昏迷前期、肝昏迷 

懷孕哺乳  

禁忌 
蘭尾炎，腸阻塞，原因不明之腹痛時不可服用、另外，食用無 galactose

之飲食的病人亦不可用，半乳糖血症。 

注意事項 

1. 罹患糖尿病或懷孕授乳的病人，服用本品宜小心。 

2. 為了降低血中的氨濃度，本品可使病人一天排便 2~3 次。 

3. 若病人連續腹瀉或胃腸不適超過 2 個星期，使用本品宜謹慎。 

 

 

 

 

 

 

 

 

 

 

 

 

 



醫令代碼 LPEAS 

藥品名稱 PEACE SYR 鼻福糖漿 

成分含量 TRIPROLIDINE HCL, PSEUDOEPHEDRINE H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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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睡.口乾.尿液變色 

用藥指示 

 2-5 歲： 2.5 mL tid-qid，最大劑量 10 mLday。 

6-12 歲：5 mL tid-qid，最大劑量 20 mL/day。 

成人(>12 歲)：10 mL tid-qid，最大劑量 40 mL/day。 

藥品外觀 黃色糖漿液 

用途 糖漿劑 

適應症狀 
緩解過敏性鼻炎、枯草熱所引起之相關症狀(鼻塞、流鼻水、打噴嚏、

眼睛及喉部搔癢) 

懷孕哺乳 C 

禁忌 

1. Triprolidine：對 triprolidine 過敏者、閉鎖性青光眼(angle-closure 

glaucoma)或新生兒不建議使用。 

2. Pseudoephedrine：對 pseudoephedrine 過敏者、嚴重冠狀動脈疾病、

重度高血壓、使用 MAOI 治療者不建議使用 

注意事項 

1. 不得同時併用其他上呼吸道感染藥物如抗組織胺劑、咳嗽、袪痰、

解鼻充血劑。 

2. 不得與酒精性飲料併用。 

3. 除非有醫師指示，曾患有甲狀腺機能亢進、糖尿病、高血壓、缺

血性心臟病、或攝護腺腫大引起之排尿困難不得使用。 

4. 除非有醫師指示，服用本藥後，如發生焦躁、暈眩、失眠，建議

停用本藥。 

5. 60 歲以上老人及小於 6 歲以下患者請在醫師指示下使用本藥。 

6.服用本藥後，可能引起嗜睡現象，勿駕車或操作危險器械。 

7.避免在睡前 2 小時以內服用。 

 

 

 



醫令代碼 LSEC 

藥品名稱 SECORINE -C 120ML 息咳寧糖漿 

成分含量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DL-METHYLEPHEDRINE 

HCL, GUAIACOL GLYCOLATE (EQ TO GLYCERYL 

GUAIACOLATE) 

用法用量 需要時使用 

藥品分類 綜合感冒製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腸胃不適,皮膚疹 

用藥指示 孩童：每次 5ml-10ml，一日服用 3-4 次。依年齡症狀增減。 

藥品外觀 紅色糖漿 

用途 糖漿劑 

適應症狀 緩解感冒之各種症狀（流鼻水、鼻塞、打噴嚏、咳嗽、喀痰） 

懷孕哺乳  

禁忌 

1.對本產品任何成份過敏者。  

2.青光眼，肺氣腫，呼吸困難或因前列腺腫大引起之排尿困難及心

臟病或高齡者禁止服用 

注意事項 

1.服藥後，請小心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2.不要服用本藥超過七天。 

3.若症狀沒改善，或併發燒持續三日，應停藥立即就醫。 

 

 

 

 

 

 

 

 

 

 

 



醫令代碼 LMYS 

藥品名稱 ULSTAL 胃立舒泰 3800ml 

成分含量 
OXETHAZAINE, ALUMINUM HYDROXIDE GEL, MAGNESIUM 

HYDR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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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偶有便秘、胃炎、腸炎、食道炎所伴隨之胃痛、胃酸過多、胃部不

適或灼熱感。 

用藥指示 用法用量請遵照指示，除特別要求外，一般建議於飯前服用。 

藥品外觀 白色乳液 

用途 懸液劑 

適應症狀 胃炎、腸炎、食道炎所伴隨之胃痛、胃酸過多、胃部不適或灼熱感 

懷孕哺乳  

禁忌  

注意事項 胃立舒泰 

 

 

 

 

 

 

 

 

 

 

 

 

 

 



 

醫令代碼 LDEP 

藥品名稱 DEPAKIN SOLUTION 40ML ML/200MG 癲別液 

成分含量 VALPROATE SODIUM 

用法用量 每日三次 早午晚 飯後使用 

藥品分類 其他抗痙欒劑 

藥品外觀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瀉 

用藥指示 

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 

成人 (14 歲以上)：每次 5~10 毫升，每日三次 

6-14 歲：每次 5 毫升，每日三次 

1-6 歲：每次 2.5~5 毫升，每日三次  

1 歲以下幼兒：每次 2.5 毫升，每日二次 

藥品外觀 40ml/瓶裝 無色透明液 

用途 內服液劑 

適應症狀 癲癇之大發作、小發作混合血液型及顳葉癲癇 

懷孕哺乳  

禁忌 

1.對 Valproate、divalproate、valpromide 或本藥其他成份過敏者。 

2.急性肝炎、慢性肝炎患者。 

3.有嚴重肝炎之個人或家族病史者，特別是藥物引起肝炎。 

4.肝性吡咯紫質沉著症(Hepatic porphyria)。  

5.和 mefloquine 合併使用。 

6.和 st.-John’s-Wort 合併使用。 

7.一般而言，本藥不建議與 lamotrigine 併用。 

注意事項 

1.對主成分過敏者禁用。 

2.甲狀腺機能亢進、瓣膜下主動脈狹窄、心跳過速之病患禁用。 

3.本品對子宮收縮具有抑制作用，故孕婦須謹慎用藥。 

4.糖尿病患者須小心使用。 

5.在醫生監督下才可與其他擬交感神經性支氣管擴張劑或抗副交感

神經性支氣管擴張劑同時使用。 

6.有血管障礙或心肌梗塞的病人應由醫師監督下方可使用。 

7.對於罹患支氣管氣喘的病人其劑量必須小心的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