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榮民總醫院口服特殊劑型給藥說明

藥學部 97 年 6 月初版
110 年 1 月更新
項次
1.

商品名 劑型 含量（學名）
Aceo retard cap 90 mg (Acemetacin retard)
痛立安 長效膠囊

2.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30 毫克

Adalat OROS * tab 30 mg (Nifedipine)
冠達悅歐樂

給藥說明

持續性藥效錠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30 毫克（尼菲

迪平）
3.

4.

Advagraf PR * cap 1 mg (Tacrolimus)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

安瑞福 持續性藥效膠囊

碎。

1 毫克

Afinitor * tab 5 mg (Everolimus)

應整粒吞服，不可嚼碎。無法吞服者請將藥錠溶於

癌伏妥 錠

水，攪拌至崩散後立即服用，再以水沖洗杯內餘藥喝

5 毫克

下。
5.

Aggrenox MR cap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Dipyridamole 200 mg + Aspirin 25 mg)
腦康平 持續性藥效膠囊（複方）
6.

Alecensa cap 150 mg (Alectinib)
安立適 膠囊

7.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150 毫克

Andriol testocaps cap 40 mg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恩賜特 膠囊
8.

40 毫克（睪丸素）

Ansures ER #* tab 500 mg (Metformin)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安胰敏 緩釋錠 500 毫克
9.

Asacol tab 400 mg (Mesalazine)
阿腸克 錠

10.

本藥為腸溶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400 毫克

Asacol gastro-resistant * tab 800 mg

本藥為腸溶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Mesalazine,5-ASA)
阿腸克 錠
11.

800 毫克

Aspirin protect * tab 100 mg (Aspirin)

本藥為腸溶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阿斯匹林 腸溶膜衣錠 100 毫克
（阿斯匹林、乙醯水楊酸）
12.

Atozet FC tab 10/20 mg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Ezetimibe + Atorvastatin)
優泰脂 膜衣錠 10/20 毫克
13.

Bensau soft cap 100 mg (Benzonatate)

本藥為軟膠囊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剎咳得 軟膠囊 100 毫克
14.

Betaloc ZOK * tab 25 mg (Metoprolol)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舒壓寧 控釋錠 25 毫克
15.

Betaloc ZOK tab 100 mg (Metoprolol)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舒壓寧 控釋錠 100 毫克
16.

Betmiga PR tab 25 mg (Mirabegron)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貝坦利 持續性藥效錠 25 毫克
17.

Betmiga PR tab 50 mg (Mirabegron)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貝坦利 持續性藥效錠 50 毫克
18.

Bezalip retard coated *tab 400 mg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

(Bezafibrate)

嚼碎。

倍利脂 緩釋錠 400 毫克
19.

Bisacodyl EC tab 5 mg VPP

本藥為腸溶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Diphenylmethane)
秘克的 腸溶糖衣錠
20.

5 毫克

Bokey EM * cap 100 mg (Aspirin)

本藥為腸溶微粒劑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

伯基

粒。

腸溶微粒膠囊

100 毫克

（阿斯匹林、乙醯水楊酸）
21.

本藥為腸溶錠，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Broen-C EC tab
(Bromelain 20000 u + L-Cysteine 20 mg)
撲炎喜 腸溶錠（複方）

22.

Cabometyx FC tab 20 mg (Cabozanti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癌必定 膜衣錠 20 毫克
23.

Cabometyx FC tab 40 mg (Cabozanti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癌必定 膜衣錠 40 毫克
24.

Cabometyx FC tab 60 mg (Cabozanti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癌必定 膜衣錠 60 毫克
25.

26.

Carbaglu dispersible tab 200 mg (Carglumic

本藥為可溶錠，應溶於適量冷開水後服用，不可直接

acid)

整粒吞服。本藥可剝半，但不可嚼碎或磨碎。

Cardizem retard tab 90 mg (Diltiazem)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凱帝心 徐放錠 90 毫克（迪太贊）
27.

Cellcept * cap 250 mg (Mycophenolate)
山喜多 膠囊

28.

250 毫克

Ceretal SC * tab 400 mg (Pentoxifylline)
血利

本膠囊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或嚼碎服用。

特續性糖衣錠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400 毫克（配妥西菲

林）
29.

Certican tab 0.5 mg (Everolimus)
卓定康 錠

30.

本藥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0.5 毫克

Clarinase repetabs * tab (Loratadine 5 mg +

本藥為持續釋放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Pseudoephedrine 120 mg)
康瑞斯 持續藥效錠（複方）
31.

Chloraminophere #* cap 2 mg (Chlorambucil)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避免直接接
觸膠囊內藥粉。

32.

Concerta ER >* tab 18 mg (Methylphenidat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專思達 長效錠 18 毫克（派醋甲酯）
33.

Concerta ER >* tab 27 mg (Methylphenidat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專思達 長效錠 27 毫克（派醋甲酯）
34.

Const-K ER tab 750 mg (Pot. Chlorid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康是鉀 持續性藥效錠 750 毫克
35.

Coracten * cap 20 mg "SKF" (Nifedipine)
心克疼 持續膠囊

36.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20 毫克（尼菲迪平）

C.T.L. XR #* tab 500 mg (Metformin)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驅糖樂 持續錠 500 毫克
37.

38.

39.

Cymbalta cap 30 mg (Duloxetine)

本藥為腸溶膜衣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

千憂解 膠囊

嚼碎。

Cymbalta cap 60 mg (Duloxetine)

本藥為腸溶膜衣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

千憂解 膠囊

嚼碎。

60 毫克

Danzen tab 5 mg (Serratiopeptidase)
達先

40.

30 毫克

本藥為腸溶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錠 5 毫克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膜衣錠，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Delcopan SR FC * tab 60 mg
(Dextromethorphan)
抑咳平 持續性膜衣錠 60 毫克 （右旋美索
芬）

41.

Delibs FC tab 50 mg (Pinaverium)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免腸躁 膜衣錠 50 毫克
42.

Depakine chrono FC tab 500 mg (Valproat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也不可溶於水

sodium)

中。

帝拔癲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43.

500 毫克

Depakine EC tab 200 mg (Valproate sodium)

本藥為腸溶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帝拔癲 腸溶錠 200 毫克
44.

Detantol R FC tab 3 mg (Bunazosin HCl)
迪坦妥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45.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

tartrate)

碎。
4 毫克

Dexilant DR cap 60 mg (Dexlansoprazole)
得喜胃通 緩釋膠囊

47.

3 毫克

Detrusitol SR * cap 4 mg (Tolterodine
得舒妥 持續性藥效膠囊

46.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60 毫克

Diabetrol SR tab 10 mg (Glipizid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糖舒平 長效錠 10 毫克
48.

Diacomit hard cap 250 mg (Stiripentol)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49.

Diamicron MR #* tab 30 mg (Gliclazid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岱蜜克龍 持續性藥效錠
50.

Diamicron MR #* tab 60 mg (Gliclazide)
岱蜜克龍 持續性藥效錠

51.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4 毫克（多薩坐辛）

Efexor XR SR cap 37.5 mg (Venlafaxine)
速悅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60 毫克

Doxaben XL tab 4 mg (Doxazosin)
可迅持續性藥效錠

52.

30 毫克

持續性藥效膠囊 37.5 毫克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

53.

Efexor XR * cap 75 mg (Venlafaxine)
速悅

54.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

持續性藥效膠囊 75 毫克

Eric SR * tab 600 mg (Etodolac)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艾雷克 持續性藥效錠 600 毫克
55.

Espin EM * cap 100 mg (Aspirin)

本藥為腸溶微粒劑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

安心平 腸溶微粒膠囊 100 毫克（阿斯匹

粒。

林、乙醯水楊酸）
56.

57.

Exjade dispersible tab 125 mg (Deferasirox)

本藥為可溶錠，應溶於適量冷開水後服用，不可整粒

易解鐵 可溶錠 125 毫克

吞服、嚼碎或磨碎。

Farydak # cap 10 mg (Panobinostat)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髓力達 膠囊
58.

10 毫克

Fedil SR * tab 5 mg (Felodipine)
順壓樂 持續釋放錠

59.

60.

5 毫克

Felopine ER FC * tab 5 mg (Felodipine)
紛落

Felpin ER FC * tab 5 mg (Felodip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5 毫克

Finska-LP 24h SR FC tab (Loratadine 10 mg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

+ Pseudoephedrine 240 mg)

嚼碎。

柔他益
62.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持續釋放膜衣錠 ５毫克

菲可平 持續釋放膜衣錠
61.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24 小時持續性膜衣錠（複方）

Fosamax plus * tab (Alendronate 70 mg+ Vit

不可剝半或咀嚼，應配足量溫開水（約２４０西西）

D3 2800 iu)

服用，服藥後３０分鐘內勿進食或服用其他藥品，且

福善美 保骨錠

服藥後３０分鐘內避免躺下，以減少藥物對食道刺
激。

63.

Fosamax PLUS * tab (Alendronate 70 mg+

不可剝半或咀嚼，應配足量溫開水（約２４０西西）

Vit D3 5600 iu)

服用，服藥後３０分鐘內勿進食或服用其他藥品，且

福善美 保骨錠

服藥後３０分鐘內避免躺下，以減少藥物對食道刺
激。

64.

Fylin retard FC * tab 400 mg (Pentoxifylline)
暢循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持續性膜衣錠 400 毫克（配妥西菲
林）

65.

Gastro-Timelets cap 30 mg (Metoclopramide)
胃斯妥 持效膠囊

66.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30 毫克（美多普胺）

Giotrif FC tab 30 mg (Afatinib)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無法吞服錠劑的

妥復克 膜衣錠 30 毫克

病人，請將本藥溶於冷開水，攪拌至錠劑崩散後服
用。

67.

Giotrif FC tab 40 mg (Afatinib)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無法吞服錠劑的

妥復克 膜衣錠 40 毫克

病人，請將本藥溶於冷開水，攪拌至錠劑崩散後服
用。

68.

69.

Glivec FC tab 100 mg (Imatinib)

無法吞服錠劑的病人，可將本藥溶於冷開水後服用

基利克 膜衣錠 100 毫克

（每錠溶於５０西西）。

Harnalidge D * tab 0.2 mg (Tamsulosin HCl)

將本藥置於舌頭上，待完全溶解後再配適量溫開水吞

活路利淨 持續釋放口溶錠
70.

0.2 毫克

服。本藥為持續釋放型，不可嚼碎。

Harnalidge OCAS PR * tab 0.4 mg

本藥為持續性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

(Tamsulosin HCl)

碎。

活路利淨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0.4 毫克
71.

Hiros S.R.M. cap (Cetirizine 5 mg +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Pseudoephedrine 120 mg)
喜洛
72.

緩釋微粒膠囊（複方）

Ibrance cap 100 mg (Palbociclib)
愛乳適 膠囊

73.

74.

膠囊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125 毫克

Imbruvica # cap 140 mg (Ibrutinib)
億珂

75.

100 毫克

Ibrance cap 125 mg (Palbociclib)
愛乳適 膠囊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140 毫克

Imdur CR tab 60 mg (Isosorbide-5-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mononitrate)
寬心

持續性藥效錠

60 毫克（單硝酸異山

梨酯）
76.

Immufine * cap 250 mg (Mycophenolate)
異莫分膠囊

77.

78.

250 毫克

Imuran tab 50 mg (Azathioprine)
移護寧 錠

本膠囊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或嚼碎服用。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50 毫克

Inlyta FC tab 1 mg (Axiti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抑癌特 膜衣錠 1 毫克
79.

INLYTA FC * TAB 5 MG (AXITI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抑癌特 膜衣錠 5 毫克
80.

Invega ER tab 3 mg (Paliperido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思維佳 持續性藥效錠 3 毫克
81.

Invega ER tab 6 mg (Paliperido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思維佳 持續性藥效錠 6 毫克
82.

Invega ER tab 9 mg (Paliperido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思維佳 持續性藥效錠 9 毫克
83.

Iressa FC tab 250 mg (Gefitinib)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無法吞服錠劑的

艾瑞莎 膜衣錠 250 毫克

病人，可將本藥溶於冷開水，攪拌至錠劑崩散後服
用。

84.

Isoptin SR FC tab 240 mg (Verapamil)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膜衣錠，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心舒平 持續性膜衣錠 240 毫克（汎泊密）
85.

Jurnista PR #> tab 8 mg (Hydromorpho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HCl)
釋通

緩釋錠

8 毫克

86.

Juxtapid * cap 5 mg (Lomitapid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87.

Juxtapid * cap 10 mg (Lomitapid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88.

Juxtapid * cap 20 mg (Lomitapid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89.

Kaletra FC * tab (Lopinavir 200 mg +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Ritonavir 50 mg)
快利佳 錠劑（複方）
90.

Keto EM cap 10 mg (Ketorolac)

本藥為腸溶微粒膠囊，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

克多炎 腸溶微粒膠囊 10 毫克（三木甲胺

粒。

克妥洛）
91.

Kisqali FC tab 200 mg (Ribocicl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擊癌利 膜衣錠 200 毫克
92.

Klaricid XL tab 500 mg (Clarithromycin)
開羅理黴素

持續性藥效錠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500 毫克

（開羅理黴素）
93.

Lacoxa SR * tab 400 mg (Etodolac)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樂夠效 緩釋錠 400 毫克
94.

Lafuzo XL PR * tab 10 mg (Alfuzosin)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列優治 持續性藥效錠 10 毫克
95.

96.

97.

Lenvima cap 4 mg (Lenvatinib)

本藥應整粒吞服，或將膠囊溶於一大匙水 10 分鐘後攪

樂衛瑪 膠囊

拌均勻服用。

4 毫克

Lenvima cap 10 mg (Lenvatinib)

本藥應整粒吞服，或將膠囊溶於一大匙水 10 分鐘後攪

樂衛瑪 膠囊

拌均勻服用。

10 毫克

Lescol XL * tab 80 mg (Fluvastatin)
益脂可 長效緩釋膜衣錠

98.

99.

本藥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5 毫克

Leukeran tab 2 mg (Chlorambucil)
瘤克寧 錠

100.

80 毫克

Lesiton cap 5 mg (Dihydroergotamine)
樂息痛 膠囊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嚼碎。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2 毫克（氮芥苯丁酸）

Lipo-merz retard cap 500 mg (Etofibrat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濾血脂長效膠囊 500 毫克
101.

102.

Lonsurf FC tab 15 mg (Trifluridine 15 mg +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無法

Tipiracil HCl 7.065 mg)

吞服錠劑者，可將本藥溶於溫開水，攪拌至錠劑崩散

朗斯弗 膜衣錠 15 毫克

後服用。

Loxol SR * tab 75 mg (Ambroxol)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樂咳痰舒 長效錠
103.

LoraPseudo 24h SRFC * tab 10/240 mg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

(Loratadine 10 mg+Psudoephedrine 240 mg)

嚼碎。

莫鼻卡
104.

75 毫克

24 小時持續性膜衣錠（複方）

Lorviqua FC tab 25 mg (Lorlati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無法

瘤利剋 膜衣錠 25 毫克

吞服錠劑的病人，請將本藥溶於冷開水，攪拌至錠劑
崩散後立即服用。

105.

Lynparza FC tab 150 mg (Olapar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令癌莎 膜衣錠 150 毫克
106.

Madopar HBS cap "125" (L-dopa 100 mg +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

Benserazide 25 mg)

碎。

美道普 持續性藥效膠囊

100/25 毫克（複

方）
107.

Meitifen SR FC tab 75 mg (Diclofenac)

本藥為持續釋放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

麥得炎 緩釋膜衣錠

碎。

75 毫克（待克菲那、

二克氯吩）
108.

MetaCu * cap 200 mg (Trientine HCl)
解銅

膠囊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300 毫克

109.

Metalite * cap 250 mg (Trientine HCl)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110.

Metalcaptase EC tab 300 mg (D-

本藥為腸溶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penicillamine)
滿克特 腸溶膜衣錠
111.

300 毫克

Mirapex PR * tab 0.375 mg (Pramipexol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2HCl)
樂伯克 持續性藥效錠 0.375 毫克
112.

Mirapex PR * tab 0.75 mg (Pramipexol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2HCl)
樂伯克 持續性藥效錠 0.75 毫克
113.

Mirapex PR * tab 1.5 mg (Pramipexole 2HCl)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樂伯克 持續性藥效錠 1.5 毫克
114.

Mizollen FC * tab 10 mg (Mizolast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膜衣錠，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敏樂朗 膜衣錠 10 毫克
115.

Morphine SR FC tab 30 mg "NNB"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Morphine)
嗎啡
116.

30 毫克（嗎啡）

MST continus tab 60 mg (Morphine)
嗎啡

117.

長效膜衣錠
長效膜衣錠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60 毫克（嗎啡）

Muaction SR #>* tab 100 mg (Tramadol)
妙而通 持續釋放錠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100 毫克（特拉碼竇、

妥美度）
118.

119.

Mucaine tab

本藥另含局部麻醉劑，故不可剝半或嚼碎，以免殘留

胃卡因 錠（複方）

口內會有麻木感。

MXL #>* cap 60 mg (Morph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默痛舒持續性藥效膠囊 60 毫克（嗎啡）
120.

Myfortic tab 180 mg (Mycophenolic acid)

本藥為腸溶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睦體康 腸衣錠 180 毫克
121.

邁樂寧 錠
122.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Myleran tab 2 mg (Busulfan)
2 毫克（二甲磺酸丁酯）

Napton SR tab 750 mg (Naproxen)
拿百疼 長效持續緩釋錠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750 毫克（那普洛

辛、那普洛仙）
123.

Natrilix SR FC tab 1.5 mg (Indapamide)
納催離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1.5 毫克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124.

125.

126.

Navelbine soft #* cap 20 mg (Vinorelbin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請勿吞服破

溫諾平 軟膠囊 20 毫克

損之膠囊，如不慎咬破請以大量清水漱口。

Navelbine soft #* cap 30 mg (Vinorelbin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請勿吞服破

溫諾平 軟膠囊 30 毫克

損之膠囊，如不慎咬破請以大量清水漱口。

Nephoxil cap 500 mg (Ferric citrate 500 mg)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拿百磷 膠囊
127.

128.

500 毫克

Nexium tab 40 mg (Esomeprazole)

本藥為腸溶膜衣錠，應整粒吞服或溶於適量冷開水後

耐適恩 錠

服用，不可嚼碎或磨碎。

40 毫克

Nifecardia * SRFC tab 30 mg (Nifedip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

冠脈循 持續性膜衣錠 30 毫克（尼菲迪

嚼碎，錠劑殼可能隨糞便排出。

平）
129.

Nifedipine “CYH“ SRFC * tab 30 mg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

恆脈循 持續性膜衣錠 30 毫克（尼菲迪

嚼碎，錠劑殼可能隨糞便排出。

平）
130.

免瘤諾 膠囊
131.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Ninlaro cap 4 mg (Ixazomib)
4 毫克

Nitrostat tab 0.6 mg (Nitroglycerin)

發生心絞痛徵兆時，舌下含１粒，若症狀未解除，可

耐絞寧 錠

再每隔５分鐘含１粒，連服３次若仍疼痛，應立即就

0.6 毫克（硝化甘油）

醫。
132.

Ofev soft cap 100 mg (Nintedanib)

本藥為軟膠囊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抑肺纖 軟膠囊 100 毫克
133.

Ofev soft cap 150 mg (Nintedanib)

本藥為軟膠囊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抑肺纖 軟膠囊 150 毫克
134.

135.

Olumiant FC tab 4 mg (Bariciti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或溶於適量冷開水後服

愛滅炎 膜衣錠 4 毫克

用，不可嚼碎。應避免直接接觸壓碎或破損錠劑。

Onbrez 150 ug/cap 30’s & breezhaler

經口腔吸入用膠囊，切勿內服。

(Indacaterol)
昂舒
136.

吸入膠囊 150 微克

Opsumit FC tab 10 mg (Macitentan)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傲朴舒 膜衣錠 10 毫克
137.

Oxbu ER * tab 5 mg (Oxybutynin Chloride)
歐舒

138.

緩釋錠

本藥為持續釋放錠，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5 毫克

OxyContin CR #> tab 10 mg (Oxycodo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HCl)
疼使康定 持續藥效錠 10 毫克
139.

OxyNorm IR #>* cap 5 mg (Oxycodone) HCl
奧諾美 膠囊

140.

5 毫克

Painkyl buccal soluble films 200 mcg

本藥為口頰溶片，應整片貼附於口腔內壁黏膜，不可

(Fentanyl 0.31 mg/unit)

咀嚼、吞服、切割或撕裂。

平舒疼 口頰溶片
141.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200 微克

Pantoloc tab 40 mg (Pantoprazole)
保衛康治潰樂 腸溶膜衣錠

40 毫克

本藥為腸溶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142.

Pariet FC tab 20 mg (Rabeprazole)

本藥為腸溶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百抑潰 膜衣錠 20 毫克
143.

144.

145.

Pentasa PR granules 2 g (Mesalaz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顆粒，將顆粒倒在舌頭上（勿咀

頗得斯安 持續性藥效顆粒劑 2 克

嚼），配足量溫水或果汁吞服。

Pentasa PR tab 500 mg (Mesalaz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不可嚼碎，可剝半或泡在水中或

頗得斯安 持續性藥效錠

果汁中立即服用。

500 毫克

Phyllocontin CR tab 225 mg (Aminophyll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菲康汀 持續性藥效錠 225 毫克（胺非林）
146.

Plendil ER * tab 2.5 mg (Felodip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普心寧 持續性藥效錠 2.5 毫克
147.

Plendil ER * tab 5 mg (Felodip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普心寧 持續性藥效錠 5 毫克
148.

Pomalyst # cap 4 mg (Pomalidomide)
鉑美特 膠囊

149.

150.

152.

153.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110 毫克

Pradaxa cap 150 mg (Dabigatran etexilate)
普栓達 膠囊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75 毫克

Pradaxa cap 110 mg (Dabigatran etexilate)
普栓達 膠囊

本藥為腸溶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100 毫克

Pradaxa cap 75 mg (Dabigatran etexilate)
普栓達 膠囊

151.

4 毫克

Posanol * tab 100 mg (Posaconazole)
波賽特 錠劑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150 毫克

Prevymis FC tab 30 mg (Letermovir)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滅巨斯 膜衣錠 240 毫克
154.

Priligy FC tab 30 mg (Dapoxetin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必利勁 膜衣錠 30 毫克
155.

Progor cap 120 mg (Diltiazem HCl)
保樂康 緩釋膠囊

156.

157.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120 毫克

Protase EC cap 280 mg (Pancrelipase)

本藥為腸溶微粒劑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

優妙化 腸溶微粒膠囊 280 毫克

粒。

Qtern FC # tab 5 mg/10 mg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控糖穩 膜衣錠 5/10 毫克
158.

Rebetol cap 200 mg (Ribavirin)
瑞比達 膠囊

159.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200 毫克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膜衣錠，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Regrow SR FC tab 60 mg
(Dextromethorphan)
愛舒可羅 持續性膜衣錠

60 毫克（右旋美

索芬）
160.

Relenza rotadisk 5 mg 20's & diskhaler

四粒裝藥囊為口腔吸入用，切勿內服。藥囊未放置吸

"CDC" (Zanamivir)

入器或未立即吸入藥劑之前，請勿刺破藥囊。

瑞樂沙 旋達碟 5 毫克
161.

Remeron soltab 30 mg (Mirtazapine)

將本藥置於舌頭上（勿咀嚼），待完全溶解後再配適

162.

163.

164.

165.

樂活憂 口溶錠 30 毫克

量溫開水吞服。

Reminyl PR * cap 16 mg (Galantam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劑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

利憶靈 持續性藥效膠囊

粒。

Requip PD PR * tab 2 mg (Ropinirole)

本藥為持續釋放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

力必平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碎。
本藥為持續釋放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

力必平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８毫克

碎。

Revlimid # * cap 10 mg (Lenalidomid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10 毫克

Revlimid cap 25 mg (Lenalidomide)
瑞復美 膠囊

167.

2 毫克

Requip PD PR * tab 8 mg (Ropinirole)

瑞復美 膠囊
166.

16 毫克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25 毫克

Ribarin * cap 200 mg (Ribavirin)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摩舒肝清 膠囊 200 毫克
168.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RITALIN LA >* CAP 20 MG
(METHYLPHENIDATE HCl)
利長能 持續性藥效膠囊 40 毫克

169.

Robatrol cap 200 mg (Ribavirin)
羅拔除 膠囊

170.

171.

200 毫克

Roxane cap 75 mg (Roxatidine)
樂胃聖 膠囊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本藥為長效劑型，可打開膠囊，不可嚼碎。

75 毫克

Rydapt soft cap 25 mg (Midostaurin)

本藥為軟膠囊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療德妥 軟膠囊 25 毫克
172.

Rytmonorm tab 150 mg (Propafenon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嚼碎。

心利正 膜衣錠 150 毫克（普帕酚酮）
173.

Rytmonorm tab 300 mg (Propafenon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嚼碎。

心利正 膜衣錠 300 毫克（普帕酚酮）
174.

Salazopyrin EN tab 0.5 g (Sulfasalazine)
斯樂

175.

0.5 公克

Salazine EC * tab 500 mg (Sulfasalazine)
撒樂

176.

腸溶錠
腸溶錠

本藥為腸溶錠，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本藥為腸溶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500 毫克

Salcoat cap for spray 0.05 mg

口腔噴霧用膠囊，切勿內服。

(Beclomethasone)
賜爾克痛 口腔噴霧用膠囊

0.05 毫克（貝

可每松）
177.

Seglor cap 5 mg (Dihydroergotamine)
塞戈羅 膠囊

178.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

5 毫克

Seroquel XR ER * tab 50 mg (Quetiap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思樂康 持續性藥效錠 50 毫克
179.

Seroquel XR ER * tab 200 mg (Quetiap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思樂康 持續性藥效錠 200 毫克
180.

Seroquel XR ER * tab 300 mg (Quetiapine)
思樂康 持續性藥效錠 300 毫克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181.

Seroxat CR * tab 12.5 mg (Paroxet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克憂果 持續性藥效錠 12.5 毫克
182.

Slow-K tab 600 mg (Potassium chloride-SR,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KCl)
緩釋鉀 錠
183.

Sprycel FC #* tab 20 mg (Dasatinib)
柏萊

184.

膜衣錠
膜衣錠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20 毫克

Sprycel FC #* tab 50 mg (Dasatinib)
柏萊

185.

600 毫克（氯化鉀）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50 毫克

Stalevo FC tab 100/25/200 mg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Levodopa/Carbidopa/Entacapone)
始立
186.

膜衣錠

100/25/200 毫克（複方）

Stilnox CR * tab 6.25 mg (Zolpidem tartrate)
使蒂諾斯 長效錠

187.

本藥為持續釋放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6.25 毫克

Stivarga FC tab 40 mg (Regorafe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癌瑞格 膜衣錠 40 毫克
188.

189.

190.

Strattera hard * cap 25 mg (Atomoxetin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若眼睛不慎

思銳

接觸膠囊中粉末，請立即以清水沖洗。

膠囊

25 毫克

Strattera hard * cap 40 mg (Atomoxetine)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若眼睛不慎

思銳

接觸膠囊中粉末，請立即以清水沖洗。

膠囊

40 毫克

Strocain tab (Oxethazaine 5 mg + Polymigel

本藥另含局部麻醉劑，故不可剝半或嚼碎，以免殘留

244 mg)

口內會有麻木感。

息痛佳音 錠（複方）
191.

Syprine cap 250 mg (Trientine HCl)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192.

Takepron OD * tab 30 mg (Lansoprazole)

將本藥置於舌頭上，可立即溶解直接吞服，或配適量

泰克胃通 口溶錠

溫開水吞服。本藥為腸溶微粒口溶錠，可剝半但不可

30 毫克

嚼碎。
193.

Tamos #* cap 100 mg (Temozolomide)
特莫斯 膠囊

194.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100 毫克

Tanleeg FC * tab 500 mg (Nabumetone)

本藥為膜衣錠，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疼立解 膜衣錠 500 毫克（奈布敉痛）
195.

Tagrisso FC tab 80 mg (Osimerti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無法

泰格莎 膜衣錠 80 毫克

吞服錠劑的病人，可將本藥溶於冷開水，攪拌至錠劑
崩散後服用。

196.

197.

198.

Tasigna cap 150 mg

本藥應整粒吞服。無法吞服膠囊的病人，可打開膠囊

泰息安 膠囊

將內容物溶於蘋果泥後服用。

150 毫克

Tasigna cap 200 mg

本藥應整粒吞服。無法吞服膠囊的病人，可打開膠囊

泰息安 膠囊

將內容物溶於蘋果泥後服用。

200 毫克

Tecfidera gastro-resistant hard cap 240 mg

本藥為腸溶微粒劑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

(Dimethyl fumarate)

粒。

泰福德 腸溶微粒膠囊 240 毫克
199.

Tegretol CR.FC tab 200 mg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Carbamazepine)
癲通
200.

長效膜衣錠

200 毫克（卡巴氮平）

Temgesic #> sublingual tab 0.2 mg

舌下含片，不可剝半或嚼碎。

(Buprenorphine)
丁基原啡因

舌下錠

0.2 毫克（丁基原啡

因）
201.

Temodal #* cap 20 mg (Temozolomide)
帝盟多 膠囊

202.

203.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100 毫克

Tramal retard #>* tab 100 mg (Tramadol)
舒敏

204.

20 毫克

Temodal #* cap 100 mg (Temozolomide)
帝盟多 膠囊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長效錠劑 100 毫克（特拉碼竇）

Trenfylline SRFC * tab 400 mg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Pentoxifylline)
循血敏 持續性膜衣錠 400 毫克（配妥西菲
林）
205.

Trental * tab 400 mg (Pentoxifyll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剝半但不可嚼碎。

循能泰 持續性糖衣錠 400 毫克（配妥西菲
林）
206.

Trientine HCl cap 300 mg (Trientine HCl)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207.

Trilipix MR cap 135 mg (Choline fenofibrat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

利落脂寧 緩釋膠囊

碎。

208.

135 毫克

Uptravi FC tab 200 mcg (Selexipag)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尚達利 膜衣錠 200 微克
209.

Uptravi FC tab 600 mcg (Selexipag)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尚達利 膜衣錠 600 微克
210.

Uptravi FC tab 800 mcg (Selexipag)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尚達利 膜衣錠 800 微克
211.

Valosine SR cap 75 mg (Venlafaxine)
煩清

212.

持續性藥效膠囊 75 毫克

Verelan SR cap 120 mg (Verapamil)
維爾寧 持續性膠囊

213.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120 毫克（汎泊密）

Verzenio FC tab 150 mg (Abemacicl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捷癌寧 膜衣錠 150 毫克
214.

215.

216.

217.

Viagra OD * tab 50 mg (Sildenafil)

將本藥置於舌頭上（勿咀嚼），待完全溶解後再配適

威而鋼 口溶錠 50 毫克

量溫開水吞服。

Videx EC cap 250 mg (Didanosine)

本藥為腸溶膜衣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

惠妥滋 持續性藥效膠囊

膠囊或嚼碎。

250 毫克

Videx EC cap 400 mg (Didanosine)

本藥為腸溶膜衣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

妥滋

膠囊或嚼碎。

持續性藥效膠囊 400 毫克

Viramune XR ER * tab 400 mg (Nevirapine)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衛滋
218.

持續性藥效錠

400 毫克

Volibris FC tab 10 mg (Ambrisentan)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肺博舒 膜衣錠 10 毫克
219.

220.

Voren EM cap 50 mg (Diclofenac)

本藥為腸溶微粒劑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

非炎

粒。

50 毫克（二克氯吩）

Votan SR FC tab 100 mg (Diclofenac

本藥為緩釋膜衣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

sodium)

碎。

莫痛
221.

腸溶微粒膠囊

緩釋膜衣錠

100 毫克（待克菲鈉）

Votrient FC tab 200 mg (Pazopa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福退癌 膜衣錠 200 毫克
222.

Votubia tab 2.5 mg (Everolimus)
癌伏妥 錠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2.5 毫克

223.

Vyndaqel cap 20 mg (Tafamidis)

本藥為軟膠囊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224.

Wellbutrin SR tab 150 mg (Bupropion)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威博雋 持續藥效錠
225.

150 毫克

Wellbutrin XL * tab 300 mg (Bupropion HCl)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威克倦 持續性藥效錠 300 毫克
226.

Xalkori cap 250 mg (Crizotinib)
截剋瘤 膠囊

227.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250 毫克

Xanax XR ER * tab 0.5 mg (Alprazolam)

本藥為持續釋放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贊安諾 持續性藥效錠 0.5 毫克（阿普唑
他、三氮二氮平）
228.

Xanthium * cap 200 mg (Theophylline)
善寧持續性藥效膠囊

229.

230.

持續性藥效錠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400 毫克（茶鹼）

Xatral XL * tab 10 mg (Alfuzosin)
札特

231.

200 毫克（茶鹼）

Xanthium cap 400 mg (Theophylline)
善寧持續性藥效膠囊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10 毫克

Xeljanz XR ER tab 11 mg (Tofacitinib)

本藥為持續釋放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捷抑炎 持續性藥效錠 11 毫克
232.

Xtandi soft cap 40 mg (Enzalutamide)

本藥為軟膠囊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安可坦 軟膠囊 40 毫克
233.

Zavedos # cap 5 mg (Idarubicin HCl)

請直接由裝藥瓶將本藥送入口中，避免以手接觸膠

艾達黴素 膠囊 5 毫克

囊。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請勿吞
服破損之膠囊，若眼睛、皮膚、口腔或黏膜不慎接觸
膠囊中粉末，請以大量清水沖洗該部位。

234.

Zcough soft cap 100 mg (Benzonatate)

本藥為軟膠囊劑型，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咳治得 軟膠囊 100 毫克
235.

Zelboraf FC tab 240 mg (vemurafenib)

本藥為膜衣錠，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日沛樂 膜衣錠 240 毫克
236.

Zykadia cap 150 mg (Ceritinib)
力克癌 膠囊

150 毫克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237.

Zyprexa Zydis OD * tab 5 mg (Olanzapine

將本藥置於舌頭上（勿咀嚼），待完全溶解後再配適

micronized)

量溫開水吞服。

津普速 口溶錠 5 毫克
238.

Zyprexa Zydis OD * tab 10 mg (Olanzapine

將本藥置於舌頭上（勿咀嚼），待完全溶解後再配適

micronized)

量溫開水吞服。

津普速 口溶錠 10 毫克
239.

Zytiga tab 250 mg (Abiraterone acetate)
澤珂

錠 250 毫克

本藥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