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7.06 
換藥原因 新藥引進 

新舊說明  舊藥  【】 新藥   【IKCN】 

藥品中文名稱  信東＂0.298%氯化鉀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0.298﹪KCL in 0.9﹪ NaCl 500ml 

健保代碼  A052544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2544 號 

主成分及含量  Potassium Chloride 2.98mg/ml;Sodium Chloride 9mg/ml 

適應症  治療鉀缺乏症。 

副作用  高血鉀、噁心、嘔吐、腹痛、腹瀉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光儲存 

劑型  注射液  

標記   

藥商名稱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7.09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 ED  】 新藥   【 EDEF】 

藥品中文名稱 戴摩膚乳膏 0.05% 得膚寧乳膏 0.05％ 

藥品英文名稱 Dermovate Cream  0.05%  5g/tub Defulin Cream 0.05% 7gm 

健保代碼 B023839321 A037096324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83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709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lobetasol-17-propionate 

0.5mg/gm  Clobetasol Propionat 0.5mg/g,7g/tub 

適應症 溼疹、牛皮癬、扁平苔癬、盤狀紅

斑性狼瘡。 

牛皮癬、濕疹、扁平苔癬、盤狀紅斑狼

瘡。 

副作用 局部感覺異常，皮膚萎縮，多毛症 皮膚萎縮 

其他用藥指示 如果出現皮膚異常症，應立刻停藥 如果出現過敏徵象，應立刻停藥 

劑型 乳膏劑  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永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7.13 
換藥原因 腫瘤科申請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VOM】 新藥   【 IKY1】 

藥品中文名稱 
莫尼茲靜脈注射劑 2毫克/毫

升 ,4 毫升安瓿 
康您適強 

藥品英文名稱 Vomiz  8mg/4ml inj kytril 1mg/1ml 

健保代碼 B024301219 B019955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301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9955 號 

主成分及含量 Ondansetron 2mg/ml;4ml/amp Granisetron 1mg/ml 

適應症 

細胞毒性化學療法及放射線療法

所致之噁心及嘔吐，以及手術引起

之噁心、嘔吐。 

預防及治療抗腫瘤化學療法所引起的噁

心、嘔吐及治療抗腫瘤放射線療法引起的

噁心、嘔吐。預防全身性及半身性抗腫瘤

放射線療法引起的噁心、嘔吐。治療手術

後引起的噁心、嘔吐。  

副作用 
便秘、頭痛、頭和上腹有潮紅或溫

熱的感覺、無症狀的氨基酸轉移酵

素的短暫性升高。 

最常見的副作用為頭痛及便秘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光貯存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吉富貿易有限公司 羅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7.12 
換藥原因 比價換藥 

新舊說明  舊藥  【 IFRE】 新藥   【 IPPO 】 

藥品中文名稱 飛可復注射液 "柏朗" 普洛福 靜脈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Fresofol 1% 20ml Propofol –Lipuro 1﹪20ml 

健保代碼 B022868238 B0240812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68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081 號 

主成分及含量 Propofol 10mg/ml Propofol 10mg/ml 

適應症 

靜脈注射麻醉劑，已住在加護病房

中使用人工呼吸器之成人病人作

為鎮靜之用。 

靜脈注射麻醉劑、已住在加護病房中使

用人工呼吸器之成人病患作為鎮靜之

用。手術和侵襲性檢查時鎮靜用（16

歲以上）。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柏朗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7.14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RE1】 新藥   【ORE4】 

藥品中文名稱 力必平１公絲 力必平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4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Requip 1mg ReQuip PD 4mg Prolonged Release 

健保代碼 B022883100 B02511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83 號 署藥輸字第 02511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Ropinirole hydrochloride 1mg Ropinirole hydrochloride 4mg  

適應症 

治療自發性帕金森氏症

(idiopathic parkinson's 

disease)。 

治療原發性腳部躁動症(primary 

restless legs syndrome)。  

治療帕金森氏症。 

副作用 幻覺、疲倦、噁心、腹痛、便秘、

低血壓、姿勢性低血壓。 

幻覺、眩暈、疲倦、噁心、腹痛、便秘、

周邊浮腫、姿勢性低血壓。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標記 膜衣錠,五角形,黃綠色 膠囊狀膜衣錠、淺褐色、GS/WXG 

藥商名稱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7.14 
換藥原因 藥委決議進藥 

新舊說明  舊藥  【】 新藥   【 ORAS 】 

藥品中文名稱  絡舒樂適膜衣錠 1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Rasilez Film-coated 150mg 

健保代碼  B02488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884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liskiren hemifumarate 150mg 

適應症  治療高血壓。 

副作用  腹瀉,咳嗽,頭暈,頭痛,疲倦 

其他用藥指示  孕婦避免使用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圓凸形淡粉紅色、NVR/IL 

藥商名稱  台灣諾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7.21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CM1】 新藥   【 IMEI 】 

藥品中文名稱 賜乎滅達榮靜脈注射劑１公克  西腹黴素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Cefmetazon I.V. Injection 1gm Metacin 500mg 

健保代碼 B020562209 A033093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56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09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efmetazole sodium 1gm Cefmetazole sodium 500mg 

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

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

之感染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炎

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

症  

副作用 
GOP 上升(0.94%)、GPT 上升(0.9%)、
發疹(0.82%)、噁心嘔吐(0.2%)、下痢、

搔癢、紅斑。 

GOP 上升、GPT 上升、噁心、嘔吐、下痢、

搔癢、紅斑 

其他用藥指示 
曾對 Cephem 類過敏者，請勿投與 
曾對 Penicillin 過敏者，慎用 

曾對 Cephem 類過敏者，請勿投與 
曾對 Penicillin 過敏者，慎用 

劑型 凍晶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