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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病房常用藥物              戴安琪老師/111 

藥名（口服藥） 類別 作用 副作用 機轉 

ACETAMINOPHAN 非麻醉性

止痛藥 

解熱：對於體溫升高，並不

採取抑制的方式，而以流汗

的方式達到散熱、降體溫的

效果，而這種藥對於正常體

溫並沒有影響，並不會影響

其恆溫的狀態。 

鎮痛： 

由於它能迅速地被腸胃吸

收，並與血漿白結合，而產

生效用，但是也很容易被排

泄出體外，因此治療輕至中

度的疼痛效果較佳，它最主

要是以抑制大腦因興奮而

引起的痛覺，對 CNS產生有

選擇性的止痛作用。 

本適合對 Aspirin過敏之患

者，因為在同一劑量濃度

下，兩者的效果是十分接近

的。 

(1)過敏症、偶有血小板

減少症，應停止用藥。 

(2)用藥期間，偶有噁

心、嘔吐、食慾不振等症。 

(3)有肝腎障礙等疾病的

相關患者，要慎重給藥。 

作用在中樞神經系

統，抑制從下視丘體

溫控制中樞傳出的交

感神經衝動，以排汗

方式降低體溫；提高

疼痛閾值，減少痛覺

的敏感性。 

Antibiophilus 

250mg/Cap 

 

益生菌 暫時緩解輕度腹瀉、腹痛及

便秘、整腸(調整排便)、軟

便 

- Lactobacillus casei 

與人體是一種共生關

係，為腸道中的一種

益菌。 

Allermin 

CHLORPHENIRAMI

NE MALEATE 

 

末稍神經

系統用藥

／抗組織

胺劑 

蕁麻疹、皮膚搔症、血清

病、藥物過敏、過敏性鼻炎。 

可能會有口乾、心跳加

快、失眠、胃口降低等症

狀。 

與組織胺在 H1受體產

生競爭性的阻斷作

用；同時具有抗膽鹼

激性和鎮靜作用 

B-COMPLEX 維他命劑

／水溶性

維他命複

方  

補充維他命 B群，治療腳氣

病、神經炎、舌炎、口角炎、

癩皮病 

- 促進人體代謝碳水化

合物、脂肪、蛋白質，

製造紅血球，執行許

多氧化還原作用，有

助神經與肌肉的運作

功能。 

Bethanechol 

BETHANECHOL 

CHLORIDE 

 

末稍神經

系統用藥

／副交感

神經興奮

劑 

急性手術後及分娩後功能

性尿液滯留及神經性膀胱

無力症 

發汗、潮紅、流涎、腹部

不適、下痢、頭痛、噁心、

低血壓 

興奮副交感神經，直

接作用於突觸後受

體，收縮逼尿肌以達

到排尿的作用。 

BIOFERMIN 

Biofermin 

消化劑 整腸(消化不良)、腹瀉、便

秘、腹部脹滿感。 

- 1.乳酸菌在腸內繁

殖，能抑制有害菌之

增殖。 2.乳酸菌能使

腸內菌叢正常，發揮

顯著的整腸作用。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5%BD%B5y%AF%AB%B8g%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5%BD%B5y%AF%AB%B8g%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2896547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2896547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BA%FB%A5L%A9R%BE%AF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BA%FB%A5L%A9R%BE%AF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7223853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7223853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722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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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糖化菌能促進碳水

化合物之消化，而提

高乳酸菌之作用。 

Cabergolin 內 分 泌 系

統 用 藥 ／

腦 下 垂 體

激素  

長效的多巴胺作用劑，抑制

泌乳激素的分泌 

Dopamine-2 受體的拮抗

劑如止吐劑、抗高血壓

劑、精神病用藥等會影響

其作用。 

本品為 dopaminergic 

ergoline的衍生物，

具有強力又長效抑制

泌乳素的作用，它直

接作用在腦下垂體的

D2-dopamine接受

體，。 

Cytotec 

MISOPROSTOL  

 

消化系統

用藥／胃

黏膜保護

製劑 

產科用法：可用於懷孕早期

及中期的人工流產、懷孕晚

期的引產及產後出血的預

防與治療。 

治胃及十二指腸潰瘍。 

輕度或暫時性的噁心頭

痛，頭昏，及腹部不適。 

臨床:體溫升高 

為人工合成的前列腺

素 E1，具有促子宮頸

成熟與刺激子宮收縮

作用，  

一般使用: 活化壁細

胞上 PGE受體而減少

胃酸分泌，且促進黏

液細胞分泌弱鹼性黏

液以保護胃黏膜。 

Dexamethasone 內分泌系

統用藥／

腎上腺皮

質激素 

在醫療上有多種用途，它可

當作消炎藥﹑如風濕性關節

炎﹑痛風﹑皮膚發炎等等。

它也可用來治療某些自身

免疫性疾病﹑嚴重的支氣管

氣喘(哮喘)。 

青光眼﹑白內障﹑骨質疏

鬆﹑精神異常﹑血壓升高﹑

臉部及身體水腫等 

為一種人工合成「皮

質類固醇」藥物，具

有免疫抑制及抗發

炎。 

ERGONOVINE  

Ergo 

 

麥角新鹼 預防及治療因子宮力而引

起之產後及流產後子宮出

血。 

1.不得用於誘導生產以

及緊迫性自然流產之病

例。 

2.高血壓。 

促進平滑肌收縮：血

管及子宮收縮以達預

防與治療子宮出血。 

Flagyl 

METRONIDAZOLE  

婦科用藥 阿米巴痢疾、阿米巴肝膿

腫、陰道滴蟲感染所引起的

陰道炎、白帶，以及對本要

具有感受性之厭氣菌引發

的感染。 

運動失調、虛弱、失眠、

排尿困難、嘔吐、腹瀉、

產生金屬味覺、舌苔、舌

炎、陰道念珠菌增生、性

交困難、可逆性嗜中性白

血球減少症、痙攣性發

作、周邊神經病變、尿失

禁、骨盤壓迫感、直腸

炎、眩暈、膀胱炎、頻尿、

短暫性關節痛。 

作用是經由厭氣性細

菌代謝所獨有的機轉

而使本藥在細胞內進

行化學性還原反應。

被還原後之本藥具有

細胞毒，它可與 DNA

相互作用，導致螺旋

結構的喪失、股的斷

裂，其結果乃抑制核

酸之合成，而使細胞

死亡。 

GM  

GENTAMYCIN 

SULFATE 

 

抗生素／

胺基醣甘

類 

本藥品為 AMICNGLYCOSIDE

系列的抗生素，對革蘭氏陽

性、陰性菌、立克次氏體及

巨型濾過性病毒感染症有

效，也包含綠膿桿菌變形

菌。.注射劑適用於一般尿

路或全身性之細菌感染。 

耳、腎毒性、神經肌肉阻

斷 

為殺革蘭氏陰性的首

選藥物。 

對革蘭氏陽性、陰性

菌、立克次氏體及巨

型濾過性病毒感染症

有效，也包含綠膿桿

菌變形菌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4%BA%A4%C0%AAc%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4%BA%A4%C0%AAc%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2972456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2972456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E%F8%A4%C6%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E%F8%A4%C6%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5662245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7%DC%A5%CD%AF%C0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2305142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230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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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ll 消化系統

用藥／消

化性潰瘍

治療劑 

１Scopolia Extract具副交

感神經抑制作用，對胃酸過

多、胃痛、胃痙攣、胃、十

二指腸潰瘍痙攣性便秘之

消化液分泌抑制及鎮痙具

有功效。 

２Benzocain乃強力之非水

溶性局硬麻醉劑，無刺激

性、毒性、副作用小，內服

時對於胃炎、胃潰瘍等所引

起之胃痛噁心、嘔吐頗有功

效。 

３Sodium Bicarbonate具有

速效而作用時間短暫之制

酸作用，而 Magnesium Oxide

則具有遲效性而作用時間

長久之制酸作用， 兩者配

合，可產生迅速而持久之制

酸作用，同時不會促進胃液

之二次分泌。 

４本品口服後，可迅速發揮

其緩解胃痛制酸、鎮吐等作

用，同時作用時間長。 

 可以改變腸胃道中氣

泡的表面張力，使氣

泡凝聚在一起，進而

促進氣泡的排出。因

只有局部物理作用，

不會干擾胃酸分泌。

其中之一的藥物成分

Magnesium為制酸

劑，以化學反應的方

式中和或緩衝已存在

胃中的胃酸，但不直

接影響胃酸的生成，

這個作用能使胃中的

PH值上升而緩解因胃

酸過多所引起的症

狀。 

Keflex 

CEPHALEXIN 

MONOHYDRATE  

 

抗生素／

頭孢子菌

素 

抑制細菌細胞壁合成，為半

合成廣效性第一代頭孢子

菌素，對於抗 methicillin

葡萄球菌無效。 

感受性細菌所引起呼吸

道、生殖泌尿道、皮膚和軟

組織感染症。 

休克、過敏症、淋巴結腫

脹、關節痛、血小板減

少、顆粒球減少、嗜伊紅

性紅血球增多、溶血性貧

血、黃疸、腹痛、血便的

激烈性下痢、軟便、食慾

不振、vitK 缺乏症狀、

vitB缺乏症狀、頭痛、

暈眩、全身倦怠感等。 

感受性細菌所引起呼

吸道、生殖泌尿道、

皮膚和軟組織感染症 

Ibuprofen 非類固醇

類抗發炎

藥 

解熱、鎮痛、抗炎。 同非類固醇類抗發炎藥 同非類固醇類抗發炎

藥 

MgO  

MAGNESIUM OXIDE 

 

消化系統

用藥／制

酸劑抗發

脹劑 

緩解酸度過高有關之胃症

狀(胃灼熱，酸性消化不

良)，胃和十二指腸潰瘍，

回流性食道炎，便秘。 

腹瀉，腹絞痛，噁心，高

血鎂，長期使用可能發生

腎結石 

軟便:利用電解質滲

透壓的原理,刺激排

便 

制酸:利用酸鹼中和

的原理,中和胃酸 

Ponstan 

Mefenamic acid 

 

非類固醇

類抗發炎

藥 

解熱、鎮痛、抗炎。 1.常見-噁心，嘔吐，腹

瀉；2.偶有-消化不良，

頭暈，貧血，血小板減

少，白血球減少，心悸，

呼吸困難，神經質，精神

紊亂；3.嚴重者-胃腸出

血、顆粒性白血球缺乏症

等。 

抑制合成前列前素所

需的 COX-1及 COX-2

酵素，具有解熱鎮痛

效果，並可有效對抗

急、慢性的發炎反應。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E%F8%A4%C6%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E%F8%A4%C6%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69266683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69266683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69266683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7%DC%A5%CD%AF%C0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2305096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2305096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E%F8%A4%C6%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E%F8%A4%C6%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69266606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69266606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6926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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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peran 

METOCLOPRAMIDE  

消化系統

用藥／健

胃消化劑

利膽劑 

食慾不振、各種習慣性或神

經性噁心、嘔吐、腹部膨脹

感等消化機能異常症狀均

有療效。 

1.疑似有嗜鉻細胞瘤之

患者，為避免引起血壓急

劇上升，勿服用本品 

2.小孩、老年人以及有腎

障礙之患者請遵照醫師

指示用藥。尤其是小  

孩服用本品容易出現錐

體外徑症狀，須特別注

意。 

可刺激上消化道的運

動，加速胃部及十二

指腸排空，並抑制嘔

吐中樞，減緩嘔吐症

狀 

Transamine 

TRANSAMINE 

血液系統

用藥／止

血劑  

1.強力抗胞素(plasmin)的

作用。 

2.抗過敏，抗炎作用。 

噁心、胸內不適感、心

悸、血壓下降。 

纖維蛋白溶解現象

(纖溶現象)是由於身

體生理上及疾病狀態

的纖維蛋白分解，血

管通透性增加及體內

plasmin作用所引起

的各種出血性疾病及

過敏的發生，

Tranexamic acid 是

抑制此 plasmin作用

的成分，顯示有止

血、抗過敏、抗炎症

的效果。 

Voren 

DICLOFENAC 

SODIUM 

 

非類固醇

抗發炎藥 

 

是一種非類固醇化合物，具

有顯著的抗風濕、抗發炎、

鎮痛及解熱作用，適用於發

炎性和變形性風濕性疾

病、非風濕性發炎性疼痛及

開刀後疼痛、長效錠為特殊

處方劑型使有效成份緩解

慢慢釋出，以確保長時間的

有效程度。 

常見的為食慾不振、噁

心、嘔吐、胃痛及下痢等

之症狀。嚴重的可能 

會心跳不正常、休克、嚴

重頭痛、出血等。 

同非類固醇類抗發炎

藥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E%F8%A4%C6%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E%F8%A4%C6%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3318890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3318890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3318890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6%E5%B2G%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1=%A6%E5%B2G%A8t%B2%CE%A5%CE%C3%C4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3597870
http://hospital.kingnet.com.tw/medicine/list.html?typeno=973597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