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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檳口味)
口味

敘述：
台灣空氣品質不佳，塵螨過多，流行性感冒的病毒菌抗藥性強，小孩、大人、老人一感染往往不容易好且容易
再二次感染，特別是咳嗽，如果不仔細治療，嚴重者易導致肺炎、哮喘。
咳歡糖漿含有 Codeine Phosphate 可直接抑制延腦咳嗽中樞，具有止咳、鎮痛的作用，止咳效果迅速。及含有
DL-Methylephedrine Hydrochloride 作用於支氣管擴張抑制咳嗽中樞達到鎮咳作用。
咳歡糖漿優異的成分組合，吸收良好，藥性溫和，藥效快，更可對抗一般感冒所引起的打噴嚏、流鼻水等症狀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成
分： Each ml Contains：
Codeine Phosphate ……………………………………………………………………………………………… 0.48
mg
DL-Methylephedrine Hydrochloride ……………………………………………………………………………… 1.25
mg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 0.2
mg
Platycodon Fluid Extract ………………………………………………………………………………………… 0 . 0 33 m l
Caffeine Anhydrous ……………………………………………………………………………………………… 2.5
mg
賦 形 劑：
Methylparaben，Butylparaben，Potassium Sorbate，New Coccine，Alcohol，Prune Flavour，Champagne (Flavor)，Sucrose，
Sodium Citrate，Citric acid，Purified water。
適 應 症：鎮咳、袪痰（感冒、支氣管炎、喉頭炎、咽頭炎所引起之咳嗽及喀痰）。
用法用量：成人每次 10ml，14 ~ 8 歲每次 5ml，7 ~ 5 歲每次 3ml，一日三次，飯後服用。
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副 作 用：思睡、
思睡、倦怠感、
倦怠感、口乾、
口乾、偶有視覺上之困擾、
偶有視覺上之困擾、偶見興奮反應(以幼兒及老人較常見
偶見興奮反應 以幼兒及老人較常見)，
以幼兒及老人較常見 ，神經質、
神經質、心搏加快
、輕微的暈眩、
輕微的暈眩、噁心、
噁心、嘔吐及胃痛。
嘔吐及胃痛。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須置於小孩接觸不到之處。
須置於小孩接觸不到之處。
2. 避免陽光直射，
避免陽光直射，宜保存於陰涼之處。
宜保存於陰涼之處。
3. 除非藥師、
除非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
藥劑生或醫師指示，孕婦及授乳婦不建議自行使用。
孕婦及授乳婦不建議自行使用。
4. 勿超過建議劑量，
勿超過建議劑量，若有副作用產生，
若有副作用產生，應立即停藥就醫。
應立即停藥就醫。
5. 若為液劑，
若為液劑，使用前須振搖均勻，
使用前須振搖均勻，並使用廠商所附量器量取藥量。
並使用廠商所附量器量取藥量。
6. 甲狀腺機能亢進者，
甲狀腺機能亢進者，使用本劑應小心。
使用本劑應小心。
警
語：
1. 服用後，
服用後，若有發疹、
若有發疹、發紅、
發紅、噁心、
噁心、嘔吐、
嘔吐、食慾不振、
食慾不振、頭暈、
頭暈、耳鳴、
耳鳴、喉嚨疼痛、
喉嚨疼痛、心跳加速、
心跳加速、排尿困難、
排尿困難、視覺模
糊等症狀時，
糊等症狀時，必須停藥立即就醫。
必須停藥立即就醫。
2. 除非藥師、
除非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
藥劑生或醫師指示，３歲以下不建議自行使用。
歲以下不建議自行使用。
3. 除非藥師、
除非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
藥劑生或醫師指示，含咖啡因(Caffeine)
含咖啡因(Caffeine)之本類製劑
(Caffeine)之本類製劑，
之本類製劑，12 歲以下不得服用。
歲以下不得服用。
4. 除非藥師、
除非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
藥劑生或醫師指示，曾經因藥物引起過敏症狀者不得使用。
曾經因藥物引起過敏症狀者不得使用。
5. 除非醫師處方，
除非醫師處方，嚴重之代謝性肝腎疾病患不得服用。
嚴重之代謝性肝腎疾病患不得服用。
6. 老年人應小心使用本劑，
老年人應小心使用本劑，2 歲以下不建議服用。
歲以下不建議服用。
7. 如有呼吸之毛病或慢性支氣管炎、
如有呼吸之毛病或慢性支氣管炎、青光眼、
青光眼、肺氣腫、
肺氣腫、慢性肺疾病
慢性肺疾病、呼吸急促、
呼吸急促、呼吸困難或因前列腺腫大引起
之排尿困難患者，
之排尿困難患者，請勿服用此藥。
請勿服用此藥。
8. 服用此藥，
服用此藥，不得與酒精性飲料合用。
不得與酒精性飲料合用。
9. 除非藥師、
除非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
藥劑生或醫師指示，不得併用鎮靜劑或安眠劑等。
不得併用鎮靜劑或安眠劑等。
10. 服用本藥後，
服用本藥後，勿駕車或操作危險器械。
勿駕車或操作危險器械。
11. 有高燒、
有高燒、出疹、
出疹、持續性頭痛及持續達一星期以上之咳嗽，
持續性頭痛及持續達一星期以上之咳嗽，或有復發現象，
或有復發現象，應洽醫師。
應洽醫師。
12. 袪痰劑宜空腹服用。
袪痰劑宜空腹服用。
13. 若咳嗽持續達一星期以上，
若咳嗽持續達一星期以上，或若有高燒、
或若有高燒、膿痰、
膿痰、疹子或持續性頭痛，
疹子或持續性頭痛，應停藥立即就醫。
應停藥立即就醫。
14. 吸煙、
吸煙、慢性阻塞性肺疾，
慢性阻塞性肺疾，如氣喘、
如氣喘、慢性氣管炎或肺氣腫所引起之持續或慢性咳嗽，
慢性氣管炎或肺氣腫所引起之持續或慢性咳嗽，及伴有濃痰之咳嗽患者
及伴有濃痰之咳嗽患者，
嗽患者，
請勿自行使用本類藥品。
請勿自行使用本類藥品。
15. 服用含抗組織胺之本類藥品後，
服用含抗組織胺之本類藥品後，駕車或操作危險器械時要小心。
駕車或操作危險器械時要小心。
16. 除非有藥師、
除非有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
藥劑生或醫師指示，下列病患勿服用含抗組織胺之本類藥品：
下列病患勿服用含抗組織胺之本類藥品：青光眼、
青光眼、肺氣腫、
肺氣腫、呼吸急促、
呼吸急促、或
呼吸困難、
呼吸困難、因前列腺腫大引起之排尿困難等。
因前列腺腫大引起之排尿困難等。
17. 不要服用超過建議劑量，
不要服用超過建議劑量，因高劑量會產生焦慮、
因高劑量會產生焦慮、暈眩或失眠，
暈眩或失眠，兒童可能會產生躁動。
兒童可能會產生躁動。
18. 不要服用本類藥物超過七天。
不要服用本類藥物超過七天。
19. 服用本類藥品後，
服用本類藥品後，如果症狀沒有改善、
如果症狀沒有改善、或症狀還併隨有發燒、
或症狀還併隨有發燒、或發燒持續三天，
或發燒持續三天，應停藥立即就醫。
應停藥立即就醫。
20. 服用本類藥品後，
服用本類藥品後，如果喉嚨疼痛持續二天以上並併有高燒
如果喉嚨疼痛持續二天以上並併有高燒、
上並併有高燒、頭痛、
頭痛、噁心或嘔吐，
噁心或嘔吐，應停藥立即就醫。
應停藥立即就醫。
21. 除非有藥師、
除非有藥師、藥劑生或醫師指示，
藥劑生或醫師指示，有心臟病或高齡者不得服用此類製劑。
有心臟病或高齡者不得服用此類製劑。
22. 服用本類製劑應限制再服用含咖啡因藥品、
服用本類製劑應限制再服用含咖啡因藥品、飲料 (如
(如：茶、咖啡、
咖啡、可樂等)
可樂等)，過多的咖啡因會引起神經緊張、
過多的咖啡因會引起神經緊張、
興奮與失眠，
興奮與失眠，且常會引起心搏過速。
且常會引起心搏過速。
23. 長期使用易致成癮。
長期使用易致成癮。
24.（
24.（1）早產兒、
早產兒、1 歲以下嬰兒及 1~2 歲幼兒，
歲幼兒，不建議使用；
不建議使用；
（2）2~12 歲兒童，
歲兒童，依年齡減量使用；
依年齡減量使用；
（3）肝、腎功能不全者，
腎功能不全者，應小心謹慎減量使用。
應小心謹慎減量使用。
禁
忌：嚴重高血壓，
嚴重高血壓，心機能症及對抗組織胺和類交感神經興奮劑過敏者禁用本劑
心機能症及對抗組織胺和類交感神經興奮劑過敏者禁用本劑。
者禁用本劑。
儲存條件： 25℃以下避光儲存。

衛署藥製字第 039482 號

包裝規格： 10～90 毫 升玻璃 瓶裝 、3800 毫升塑 膠瓶裝。
長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福興工業區福工路 19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