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8.01 
換藥原因 比價換藥 

新舊說明  舊藥  【 IOXC 】 新藥   【 IOCI 】 

藥品中文名稱 "聯邦" 扼煞西林注射劑  歐西林鈉乾粉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Oxacilin Sodium 500mg Ocillina 500mg 

健保代碼 A048641277 AC49000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64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00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Oxacillin sodium 500mg Oxaci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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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立即型與延遲型過敏、噁心、嘔

吐、腹瀉、胃炎、黑樣舌。 

立即型與延遲型過敏、噁心、嘔吐、腹

瀉、胃炎、黑樣舌。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聯邦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工廠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8.04 
換藥原因 因製造廠 PIC/S 審核未通過而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 OURS】 新藥   【 OGEU】 

藥品中文名稱 “政德＂膽速力錠 100 毫克 健膽舒錠 1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Ursolic 100mg Genurso 100mg 

健保代碼 AC37720100 AC4221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772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221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Ursodeoxycholic acid  100mg Ursodeoxycholic acid 100mg 

適應症 
膽固醇系膽結石之溶解、原發性

膽道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之肝功能改善。 

膽固醇系膽結石之溶解、原發性膽道肝

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之肝功能改善。  

副作用 
下痢、噁心、嘔吐、便秘、紅疹、

搔癢、倦怠 

下痢、噁心、嘔吐、便秘、紅疹、搔癢、

倦怠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圓形、白色、切割痕、249、GP 圓形、白色、切割痕、100、GBL 

藥商名稱 政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8.03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 OPO8  】 新藥   【 OBUB】 

藥品中文名稱 伯樂錠 80mg "溫士頓"普德錠 8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Poro 80mg Bubdel 80mg 

健保代碼 A031837100 A03041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183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041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cetaminophen 80mg Acetaminophen 80mg 

適應症 
退燒、止痛（緩解頭痛、牙痛、咽

喉痛、關節痛、神經痛、肌肉酸痛、

月經痛） 

退燒、止痛（緩解頭痛、牙痛、咽喉

痛、關節痛、神經痛、肌肉酸痛、月

經痛）。  

副作用 
若有發疹、發紅、噁心、嘔吐、食

慾不振、頭暈、耳嗚、喉嚨疼痛等

症狀時，應停藥並就醫。 

若有發疹、發紅、噁心、嘔吐、食慾

不振、頭暈、耳嗚、喉嚨疼痛等症狀

時，應停藥並就醫。 

其他用藥指示 不得併服酒精飲料，可能造成肝損

害。 

不得併服酒精飲料，可能造成肝損

害。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圓形,粉紅色,切痕,P 圓形,白色,切痕,W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8.12 
換藥原因 缺貨進行比價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 ORIV   】 新藥   【 OCLN】 

藥品中文名稱 "羅氏" 利福全２毫克錠 "景德" 克癇平錠２公絲(可那氮平) 

藥品英文名稱 Rivotril 2mg Clonopam 2mg 

健保代碼 B003078100 A04534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0307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345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lonazepam 2mg Clonazepam 2mg 

適應症 癲癇。 癲癇。  

副作用 
疲倦、頭暈、頭昏眼花、肌肉無力、

肌張力低、運動失調、反應遲緩、

健忘。 

疲倦、頭暈、頭昏眼花、肌肉無力、肌

張力低、運動失調、反應遲緩、健忘。

其他用藥指示 四級管制藥品 四級管制藥品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圓形,白色,十字切痕、ROCHE、*2* 圓扁形、白色、十字切痕、 SK,2  

藥商名稱 羅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8.12 
換藥原因 比價換藥 

新舊說明  舊藥  【IESO】 新藥   【 IISI 】 

藥品中文名稱 怡心通注射液 0.1%  艾舒心注射液 0.1%  

藥品英文名稱 Esokit(Angidil) 0.1% 10ml Isocin 0.1﹪10mg/10ml 

健保代碼 AC44974229 A0492602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97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26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Isosorbide dinitrate 10mg/10ml Isosorbide dinitrate 10mg/10ml 

適應症 治療狹心症發作。 治療狹心症之發作。  

副作用 頭痛、噁心 頭痛、噁心 

其他用藥指示 不可直接注射給藥,須經稀釋使用

給藥後蜜切監測脈博及心跳 

不可直接注射給藥,須經稀釋使用 

給藥後蜜切監測脈博及心跳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0.08.30 
換藥原因 缺貨進行比價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OART】 新藥   【OSWI】 

藥品中文名稱 阿丹錠２毫克 瑞丹錠２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rtane 2mg Switane 2mg 

健保代碼 N003947100 A039597100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394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59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rihexyphenidyl hcl 2mg Trihexyphenidyl hcl 2mg 

適應症 帕金森氏症狀群 帕金森氏症候群 

副作用 口乾、眩暈、視覺糢糊、輕微噁心 口乾、眩暈、視覺糢糊、輕微噁心 

其他用藥指示 
1.避免喝酒。2.謹慎從事開車或危險

工作。3.狹角性青光眼避免使用。 

1.避免喝酒。2.謹慎從事開車或危險

工作。3.狹角性青光眼避免使用。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扁,白色,有切痕 圓扁,白色,有切痕,SWISS/2 

藥商名稱 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