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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結核病藥物 

 

主成份 商品名 中文商品名 含量 

Isoniazid (INAH) Isoniazide Tablet 異菸(生僉)醯肼錠 100毫克/錠 

Ethambutol E-butol F.C. Tablet  醫肺必妥膜衣錠 400毫克/錠 

Myambutol Tablet 孟表多片劑 

Rifampin Rifampicin 

Capsule 

立汎黴素膠囊 300毫克/膠囊 

Pyrazinamide Pyrazinamide 

Tablet 

匹井梭安錠 500毫克/錠 

Rifampin & 

Isoniazid (INAH) 

Rina Capsules 利肺膠囊 Rifampin 300毫克& 

INAH 150毫克/膠囊 

RH Dispersible 

Tablets 

兒立服-2 Rifampin 150毫克& 

INAH 75毫克/錠 

Rifampin & 

Isoniazid (INAH) 

& Pyrazinamide 

RHZ Dispersible 

Tablets 

愛兒肺平-3 Rifampin 150毫克& 

INAH 75毫克/錠& 

Pyrazinamide 50毫克/錠 

Rifampin & 

Isoniazid (INAH) 

& Ethambutol 

AkuriT-3 Tablet 立剋核膜衣錠 Rifampin 150毫克& 

INAH 75毫克& 

Ethambutol 275毫克/錠 

作用： 

1. 抗結核菌，通常需數種併用，以避免結核菌產生抗藥性。由於這類藥品對於

休止期狀態之結核菌無效，所以需長期給藥，療程由六個月到兩年不等。 

2. 立汎黴素膠囊（Rifampicin）也可用於治療痲瘋病（又稱癩病，Leprosy）和退

伍軍人症（Legionnaires’ disease）等細菌感染症。 

 

劑量與用法： 

1. 請遵照醫師指示服用，通常一天一次，為避免忘記，可隨日常作息（如起床

後或睡前）服藥。 

2. 異菸(生僉)醯肼錠（Isoniazid）、立汎黴素膠囊（Rifampicin）和利肺膠囊（Rina）、

立剋核膜衣錠（AkuriT-3）應空腹服用（飯前一小時或飯後二小時）。 

3. 醫肺必妥膜衣錠（E-butol）、孟表多片劑（Myambutol）、匹井梭安錠

（Pyrazinamide）可空腹服用。若發生反胃現象可與食物一起服用，以減輕症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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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藥品名稱 個別注意事項 共同注意事項 

異菸(生僉)醯肼錠 

（Isoniazid） 

利肺膠囊 

（Rina） 

兒立服-2 

（RH） 

愛兒肺平-3 

（RHZ） 

立剋核膜衣錠

（AkuriT-3） 

1. 若您同時在服用制酸劑，請先

服用制酸劑後隔一小時再服用

Isoniazid 

2. 乳酪（起司），魚等可能引起

頭痛，臉部潮紅，心悸，發汗，

頭昏眼花，寒顫或腹瀉，此時

應告知醫師 

3. 本藥可能影響某些尿糖檢測方

法，如果您是一位糖尿病病

人，請勿任意更改您的藥物或

飲食，除非您先跟醫師確定過 

1. 須定期監測肝功能，服

用 Isoniazid、Rina、

E-butol或Myambutol

之病人，亦當定期追蹤

視力 

2. 開始服藥前請告知醫師 

 是否懷孕或哺乳 

 是否曾發生藥物過敏 

 目前正在服用的任何藥

物，包括成藥 

 您的病史，如腎、肝方

面的疾病或糖尿病，酒

精中毒等 

3. 未經醫師許可，您不可

因為症狀改善而擅自停

藥，以免感染復發 

4. 請您務必按時複診及作

相關檢查，以評估您對

藥物的反應 

5. 在您服用任何藥物（包

括成藥）之前都應先詢

問您的醫師 

6. 假期前請確定身邊有足

夠的藥量不致缺藥 

7. 不可讓別人服用您的藥 

8. 酒類可能加強這類藥品

的副作用，故服藥期

間，應不要飲酒或其它

含酒精的飲料 

醫肺必妥膜衣錠 

（E-butol） 

孟表多片劑 

（Myambutol） 

立剋核膜衣錠

（AkuriT-3） 

1. 用藥之後可定期檢測視力，如

發生視力模糊或其他視力變化

現象，應立即停藥並就醫 

2. 本藥可能引起視覺模糊，若發

生應避免開車或其它有潛在危

險性的工作 

3. 服用本藥四小時內，不可服用

含鋁之胃乳或制酸劑 

立泛黴素膠囊 

（Rifampicin） 

利肺膠囊 

（Rina） 

兒立服-2 

（RH） 

愛兒肺平-3 

（RHZ） 

立剋核膜衣錠

（AkuriT-3） 

1. 請遵醫囑按時按量服用，不規

則服藥易引起血液及肝臟問題 

2. 有些人服用本藥會昏昏欲睡，

所以未清楚本藥對您的影響之

前，不要開車或從事其它有潛

在危險性的工作 

3. 本藥會影響口服避孕藥的作

用，如果您是採用口服避孕藥

來避孕，應請教您的醫師改用

其它方法避孕 

匹井梭安錠

（Pyrazinamide） 

愛兒肺平-3 

（RHZ） 

服用本藥可能影響一些檢驗的結

果，如尿液檢測 

 

忘記用藥時該怎麼辦？ 

想起時儘快補服，若已接近下次服藥時間就不用補服，按原來時間服用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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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千萬不可一次服用兩倍的劑量。 

 

此藥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有哪些？如果發生了該怎麼辦？ 

藥品名稱 副作用 處理方法 

異菸(生僉)醯肼錠 

（Isoniazid） 

利肺膠囊 

（Rina） 

兒立服-2 

（RH） 

愛兒肺平-3 

（RHZ） 

立剋核膜衣錠

（AkuriT-3） 

1. 皮膚發疹、發燒、疲勞、嚴

重胃痛、噁心嘔吐、食慾減

退、皮膚或眼睛發黃、尿液

顏色變深 

2. 視覺問題，眼睛痛 

3. 手腳刺痛、灼熱、緊繃感 

1.停藥並立即就醫 

2.請告知您的醫師，可能需

作眼睛檢查 

3.請告知醫師，可能需要補

充維生素 B6 

醫肺必妥膜衣錠 

（E-butol） 

孟表多片劑 

（Myambutol） 

立剋核膜衣錠

（AkuriT-3） 

1. 視覺變化（如模糊不清、色

盲、失明）、發疹發癢等。

眼睛痛，臉、唇、喉嚨腫脹，

蕁麻疹，呼吸困難、手腳麻

痛，關節痛，發燒或寒顫 

2. 食慾減退，噁心，嘔吐，胃

痛，昏昏欲睡 

1.立即停藥並就醫 

2.通常服用一段時間即可改

善；若情況惡化請告訴您的

醫師 

立泛黴素膠囊 

（Rifampicin） 

利肺膠囊 

（Rina） 

兒立服-2 

（RH） 

愛兒肺平-3 

（RHZ） 

立剋核膜衣錠

（AkuriT-3） 

1. 蕁麻疹、皮膚或嘴巴腫痛潰

爛、發燒、黃疸（皮膚眼睛

發黃） 

2. 尿液、糞便、唾液等體液呈

現橙紅色 

3. 頭痛，肌肉痛，心口灼熱，

噁心，嘔吐，胃部痙攣 

1.停藥並立即就醫 

2.不必擔心，這是正常現象 

3.若越來越嚴重請就醫 

愛兒肺平-3 

（RHZ） 

匹井梭安錠

（Pyrazinamide） 

1. 發燒，異常倦怠，食慾減

退，噁心，嘔吐，關節痛或

腫脹，皮膚或眼睛發黃 

2. 皮膚發疹或發癢 

1.這些副作用若變得很嚴

重，請立即就醫 

2.請告訴您的醫師 

 

藥品該如何存放？請參考藥袋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