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5.05 
換藥原因 健保不給付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TAT】 新藥   【ITAT2】 

藥品中文名稱 祐坦賜福乾粉注射劑 1gm 祐坦賜福乾粉注射劑 2gm 

藥品英文名稱 Tatumcef 1gm powdwe for inj Tatumcef 2gm powdwe for inj 

健保代碼 A038949209 A038949212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894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894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eftazidime 1gm Ceftazidime 2gm 

適應症 

Ceftazidime 是殺菌性頭孢子

菌抗生素、對多種乙內醯胺酶有

抵力、並對廣範圍的革蘭氏陽性

及陰性的細菌有效  

Ceftazidime 是殺菌性頭孢子菌抗生

素、對多種乙內醯胺酶有抵力、並對廣

範圍的革蘭氏陽性及陰性的細菌有效  

副作用 

局部性的副作用，諸如，因靜脈投藥而致的靜脈炎或血栓性靜脈炎；因

肌肉注射投藥而引起的疼痛及發炎。過敏性的副作用，諸如，斑丘疹或

蕁麻疹、發燒、搔癢以及極少數的血管水腫和過敏症(支氣管痙攣及低血

壓)。胃腸道副作用，如，腹瀉、噁心、嘔吐、腹部疼痛、以及極少數的

鵝口瘡或結腸炎。 

其他用藥指示 為確保藥品的無菌狀態，應注意重要的一點，亦即在藥劑完全溶解之前

不可插入放氣針。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

豐工廠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5.20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CA5】 新藥   【EMYS】 

藥品中文名稱 卡黴速停乳膏１％  黴克頓乳膏 10 公絲/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Canesten Cream 5g Mycosten 10gm 

健保代碼 B021502321 A0251363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50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513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lotrimazole 10mg/gm Clotrimazole 10mg/gm 

適應症 治寮皮膚表淺性黴菌感染、如

足癬（香港腳）、股癬、汗斑。

治療皮膚表淺性黴菌感染、如：足癬（香

港腳）、股癬、汗斑。 

副作用 過敏、疼痛、搔癢、皮疹 

1.局部皮膚刺激及灼熱感。 

2.過敏性皮膚炎。 

3.紅、腫、水泡、脫皮、搔癢等。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乳膏劑 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5.11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FUG1】 新藥  【 EFUS 】 

藥品中文名稱 "應元" 膚吉乳膏 2%  “杏輝＂褐黴素乳膏 20 毫克/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Fugen Cream 2% 10g Fusidic Acid Cream 20mg/gm 10gm 

健保代碼 A044973329 A0493393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97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33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FUSIDIC ACID  20mg/gm FUSIDIC ACID  20mg/gm 

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或其他對 FUSIDIC 

ACID 敏感的細菌的皮膚感染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或其他對 Fusidic Acid

敏感的細菌的皮膚感染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乳膏劑  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5.26 
換藥原因 劑型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SPR】 新藥  【 ESPI 】 

藥品中文名稱 適喘樂易得噴吸入劑  適喘樂舒沛噴吸入劑 2.5 微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Spiriva 18mcg/cap 30cap/box 
Spiriva Respimat 2.5mcg/puff 

60puff/bot 

健保代碼 B0237061E4 B02503316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706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03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iotropium bromide monohydrate 

micronized  18mcg/cap  

適應症 慢性阻塞性肺疾(包括慢性支氣管炎

及肺氣腫)維持治療、降低惡化。 

慢性阻塞性肺疾 (包括慢性支氣管炎及

肺氣腫)之維持治療。 

副作用 頭暈、咳嗽、口乾 頭暈、咳嗽、口乾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口腔吸入劑 口腔吸入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百靈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百靈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5.30 
換藥原因 証照過期而專案進口 

新舊說明  舊藥 【IVIL】 新藥  【IVILT】 

藥品中文名稱 敏畢瘤凍晶注射劑 10 公絲/小瓶   

藥品英文名稱 Vinblastine Sulfate 10mg/10ml Vinblastine Teva 10mg/10ml/vial 

健保代碼 B022281229 X0001002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281 號 署藥輸字第 022281 號 

主成分及含量 Vinblastin Sulfate 10 mg/vial Vinblastin Sulfate 10 mg/vial 

適應症 急性白血病、淋巴肉瘤、何杰金氏

病。 

急性白血病、淋巴肉瘤、何杰金氏病。 

副作用 白血球減少、禿頭、便秘、發燒、高

血壓、骨痛 

白血球減少、禿頭、便秘、發燒、高血壓、

骨痛 

其他用藥指示 冰箱儲存 冰箱儲存 

劑型 凍晶注射劑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