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4.09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PIC/S 及 PTP 便民包裝藥品 

新舊說明  舊藥  【OAN5】 新藥   【OAMC】 

藥品中文名稱 安西林膠囊 500 公絲 安比西林膠囊  

藥品英文名稱 Ancillin 500mg Ampicillin 500mg 

健保代碼 AC02444100 A01637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244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637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mpicillin 500mg Ampicillin 500mg 

適應症 
鏈球菌、葡萄球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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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心、腹瀉、紅斑 噁心、腹瀉、紅斑 

其他用藥指示 如有過敏現象不得使用 如有過敏現象不得使用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暗紅/深紅長圓柱形； CCP,B14  
深紅/暗灰長圓柱形； ST,456 / 

500mg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4.16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PIC/S 及 PTP 便民包裝藥品 

新舊說明  舊藥 【OENA】 新藥 【OENZ】 

藥品中文名稱 炎達賜腸溶錠 5公絲 先泰腸鎔錠 5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Endase E.C 5mg Enzdase 5mg(鋁箔/膠箔) 

健保代碼 AC29295100 AC38329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929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832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Serrapeptase 5mg/tab Serrapeptase 5mg/tab 

適應症 

手術後及外傷後之消炎、副鼻腔炎、

膀胱炎、副睪丸炎、智齒周圍炎、齒

槽膿瘍之消炎、支氣管炎、支氣管氣

喘引起之喀痰困難、麻醉後引起之喀

痰困難  

手術後及外傷後之消炎、副鼻腔炎、

膀胱炎、副睪丸炎、智齒周圍炎、齒

槽膿瘍等之消炎、支氣管炎、支氣管

氣喘所引起之喀痰困難、麻醉之喀痰

困難  

副作用 
偶而會有輕微的發疹、下痢、胃部不

適、鼻出血、血痰等症狀出現 

偶有發疹、發紅過敏現象、下痢、食

慾不振、胃部不舒服感、噁心、嘔吐

等症狀 

其他用藥指示 
併用抗凝血劑時，會增強抗凝血劑之

作用，故須隨時觀察並慎重投予 

與抗凝血劑併用時，會增強抗凝血劑

的作用，故應該避免併用 

劑型 腸溶錠  腸溶錠 

標記 圓形,橘色 圓形,粉橘色 

藥商名稱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4.20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會決議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 IAMF 】 

藥品中文名稱  氨基富液 

藥品英文名稱  Aminofluid 1000ml 

健保代碼  B023878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87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每ml含Arginine 10.5mg+Sodium Lactate 
solute 4.54mg+Sodium Chloride  
1.14mg+Glucose 107.15mg 
+Alanine L 8mg+Aspartic Acid L 1 mg 

適應症  
手術前後之營養補給、低蛋白血症、消

化道潰瘍、營養障礙之補給。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大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4.27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29)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OLAY 】 

藥品中文名稱  樂壓定膜衣錠 4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asyn F.C 4mg 

健保代碼  AC4806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064 號 

主成分及含量  Lacidipine 4mg 

適應症  高血壓。 

副作用  頭痛、潮紅、水腫、眩暈、心悸 

其他用藥指示  不可與葡萄柚汁併服。避光貯存。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橢圓形,白色,有切痕,L,S/Y 

藥商名稱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4.27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37)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 OHAO 】 

藥品中文名稱  
活路利淨 OCAS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0.4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Harnalidge OCAS Prolonged Release 
0.4mg 

健保代碼  B02541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1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amsulosin Hcl 0.4mg 

適應症  
良性前列腺肥大症所伴隨的下泌尿道症

狀。 

副作用  頭暈、頭痛、姿勢性低血壓、心悸。 

其他用藥指示  整粒吞服勿咀嚼。 

劑型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標記  圓形，黃色，04 

藥商名稱  台灣安斯泰來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4.27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30)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 OOXB 】 

藥品中文名稱  歐舒緩釋錠 5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Oxbu Extended release 5mg 

健保代碼  A04915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15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Oxybutynin Chloride 5mg 

適應症  
治療伴有急尿、頻尿或急迫性尿失禁症

狀的膀胱過動症。 

副作用  
頭痛、口乾、便秘、眩暈、視覺模糊、

嗜眠、尿滯留 

其他用藥指示  整粒吞服 

劑型  緩釋錠  

標記  橢圓形,黃色,有切痕,TM/5 

藥商名稱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4.27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10-1)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EFOS】 

藥品中文名稱  肺舒坦定量吸入劑 100/6mcg/dose  

藥品英文名稱  Foster 12.72mg/120dose/bot 

健保代碼  B0250921FL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09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Beclomethasone  0.1mg/dose 
Formoterol 0.006mg/dose 

適應症  

適用於需規律使用吸入型皮質類固醇與

長效 beta 2 致效劑合併治療的氣喘病

患。 

副作用  咽炎、頭痛、發音困難。 

其他用藥指示  
使用後請漱口。 

開封前冰箱冷藏,開封後 25。C 儲存。 

劑型  口腔吸入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