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5.02 
換藥原因 廠缺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DER】 新藥   【IDE1】 

藥品中文名稱 立克能注射液 4公絲 
"台裕" 的剎美剎松注射液 4公絲/公

撮 

藥品英文名稱 Dexaroid 40mg/10ml Dexamethasone 4mg/ml 

健保代碼 N005328299 A015279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532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527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Dexamethasone 40mg/10ml/vial Dexamethasone 4mg/1ml/amp 

適應症 

僂麻質斯性關節炎、僂麻質斯熱、膠

原熱、過敏性疾病、結締組織炎及關

節炎樣疾病、重症皮膚病、肉芽腫、

火傷、手術時之休克 

僂麻質斯性關節炎、僂麻質斯熱、膠

原熱、過敏性疾病、結締組織炎及關

節炎樣疾病、重症皮膚病、肉芽腫、

火傷、手術時之休克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1vial=10ml 1amp=1ml 

藥商名稱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裕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5.02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12-2) 

新舊說明  舊藥 【IPAI】 新藥 【IBOE】 

藥品中文名稱 裴米索注射液 30 公絲/10 公撮 安骨本濃縮注射液 4 毫克/ 5 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Pamisol Concentrated 30mg/10ml Bonecare 4mg/5ml 

健保代碼 B023633229 AC552952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63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5295 號 

主成分及含量 Pamidronate disodium 30mg/vial Zoledronic acid  4mg/5ml 

適應症 惡性腫瘤之蝕骨性骨頭轉移、惡性高

血鈣症。 

-與標準癌症治療併用，適用於多發性

骨髓瘤及固體腫瘤併有骨骼轉移之病

人。用於攝護腺癌病人之骨骼轉移

時，應至少接受過一種荷爾蒙治療而

仍持續惡化者。-治療惡性腫瘤之高血

鈣併發症(HCM)。  

副作用 無症狀低血鈣、發燒、疲勞、潮紅、

皮疹、搔癢。 

發燒、疲勞、潮紅、噁心、嘔吐、皮

疹、搔癢。 

其他用藥指示 不宜直接靜脈推注,應稀釋後緩慢靜

脈輸注(90mg/250ml/2hr) 

以100ml不含鈣離子的輸注液如0.9% 

N/S 稀釋且輸注時間大於 15 分。 

劑型 注射劑 注射液 

標記   

藥商名稱 新加坡商赫士睿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5.04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41)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ODE4 】 

藥品中文名稱  得舒妥持續性藥效膠囊 4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Detrusitol SR Prolonged-Release 4mg 

健保代碼  B02356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56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olterodine l-tartra 4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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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乾、消化不良、乾眼。 

其他用藥指示  請整粒吞服 

劑型  持續性藥效膠囊劑  

標記  長形,藍色,白色的符號及 4 

藥商名稱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5.10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13)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OMIA 】 

藥品中文名稱  樂伯克錠 0.25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Mirapex 0.25mg 

健保代碼  B02328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28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Pramipexole 0.25mg 

適應症  

治療自發性巴金森氏症的徵候及症狀、治

療原發性腿部躁動症(PRIMARY RESTLESS 

LEGS SYNDROME)的症狀。 

副作用  
嗜睡、噁心、便秘、記憶減退、無力、幻

覺。 

其他用藥指示  可能思睡,避免從事開車或操作危險機械 

劑型  錠劑 

標記  橢圓形,白色,有切痕,U/U,4/4 

藥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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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5.11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07) 

新舊說明  舊藥  【ODEN】 新藥   【OXYZ】 

藥品中文名稱 "美時" 停敏膜衣錠５毫克 驅異樂膜衣錠 5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DENosin 5mg Xyzal F.C 5mg 

健保代碼 A045972100 B02379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972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79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Desloratadine 5mg Levocetirizine 5mg 

適應症 
季節性過敏性鼻炎引起的相關症

狀，緩解慢性原發性蕁麻疹相關症

狀。  

治療成人及六歲以上孩童因過敏性鼻

炎、慢性蕁麻疹等所引起的各種過敏徵

狀。 

副作用 頭痛、口乾、噁心、疲勞 口乾、頭痛、疲勞、無力、嗜睡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圓形,白色,L.O,33 橢圓形,白色,Y 

藥商名稱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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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5.15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38) 

新舊說明  舊藥  【OANB】 新藥   【 OCEO 】 

藥品中文名稱 必百欣膜衣錠 375 公絲  "信東" 賜福膠囊 25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nbicyn 375mg Cero 250mg 

健保代碼 AC43952100 AC3608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95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608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moxicillin 250mg 
Clavulanic acid 125mg    Cefaclor 250mg 

適應症 
葡萄球菌、鍊球菌、肺炎雙球菌、

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感受性細菌

所引起之感染症。  

甲族乙型溶血性鏈球菌、葡萄球菌、肺

炎雙球菌、大腸桿菌、奇異變    形

桿菌、克雷氏肺炎桿菌、嗜血桿菌、淋

球菌等病原菌所引起之感染。 

副作用 
腹瀉、偽膜結腸炎、消化不良等胃

腸道副作用及蕁麻疹、紅斑性皮膚

疹等過敏現象 

搔癢症、蕁麻疹、腹瀉、SGOT 及 SGPT

輕微昇高。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膠囊劑 

標記 長橢圓凸,白色 
長圓柱形,鮮藍紫/白色,CERO,250MG , 

012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工廠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5.21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更換(12-1) 

新舊說明  舊藥  【IIN2】 新藥   【ILI2】 

藥品中文名稱 力保防寧 MCT/LCT 注射液 20% 力保加 20% 脂肪乳劑輸注液  

藥品英文名稱 Intrafat 20% 250ml Lipoplus 20% 250ml 

健保代碼 B018307265 B02491926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30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91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Soybean oil 100mg/ml；Triglycerides 
100mg/ml;Egg phosphatides 
12mg/ml.etc 

Soya oil 80mg/ml;Triglycerides 
100mg/ml;Omega-3-Acid 20mg/ml,..etc 

適應症 靜脈營養治療患者之熱量供給 
提供無法正常進食或攝取量不足之成人

所需的脂肪，包括必須脂肪酸。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柏朗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柏朗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5.21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36)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EEXL】 

藥品中文名稱  憶思能穿皮貼片 5  

藥品英文名稱  Exelon Patch 5 4.6mg 

健保代碼  B0252343FA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234 號 

主成分及含量  Rivastigmine 9mg 

適應症  
輕度至中度阿滋海默氏病之癡呆(失智)

症。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瀉、厭食/食慾不振、體

重減輕。 

其他用藥指示  
請貼於潔靜乾燥無毛髮處如上背上臂，

每天更換不同部位貼。 

劑型  穿皮貼片劑 

標記  Exelon®Pach5  AM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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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5.22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4) 

新舊說明  舊藥  【OAU】 新藥   【OAU1】 

藥品中文名稱 安滅菌錠 375 毫克  安滅菌膜衣錠１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Augmentin 375mg Augmentin 1g 

健保代碼 B018155100 B02261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155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61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moxicillin 250mg 
Clavulanic acid 125mg    

Amoxicillin 875mg 
Clavulanic acid 12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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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腸胃道反應如腹瀉、消化不良、

噁心、嘔吐。過敏反應如蕁麻疹、

紅斑疹。 

腸胃道反應如腹瀉、消化不良、噁心、嘔

吐。 

其他用藥指示 藥品應保存於原包裝內,使用前

再剝開。 

藥品應保存於原包裝內,使用前再剝開。

整粒吞服,勿咀嚼。 

劑型 錠劑  膜衣錠 

標記 長橢圓凸,白色,AUGMENTIN 長圓柱形,白色,有剝痕,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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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分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5.24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05)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OZYR】 

藥品中文名稱  驅特異內服液劑 0.1%W/V 

藥品英文名稱  Zyrtec 60ml oral Solution 0.1%W/V  

健保代碼  B02183915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83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etirizine Dihydrochloride 1mg/ml 

適應症  
季節性鼻炎、結膜炎、過敏性鼻炎、蕁麻疹、

過敏性搔癢等過敏現象。  

副作用  頭痛、眩暈、嗜睡、口乾、精神激昂 

其他用藥指示  1.從事開車或操作危險機械者,謹慎使用。 

2.避免與過量酒精併服。 

劑型  內服液劑 

標記  琥珀色玻璃瓶 

藥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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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5.26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VB2】 新藥   【OASU】 

藥品中文名稱 維他命 B2 錠 5 公絲 亞賜達福膜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Vitamin B2 5mg Asutaf F.C. tab. 

健保代碼 A021737100 A04131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173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131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Riboflavin 5mg Prothiamine 50mg  
Riboflavin 5mg 

適應症 口唇炎、舌炎、口角糜爛 維他命Ｂ１、Ｂ２缺乏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尿液會呈現橘黃色 尿液會呈現橘黃色 

劑型 錠劑 膜衣錠 

標記 圓形,黃色 圓形,黃色 

藥商名稱 合誠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5.26 
換藥原因 廠商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KEO】 新藥   【IKEL】 

藥品中文名稱 克多炎注射液 30 毫克/毫升 刻痛治注射液 30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Keto  1ml Kerolac 30mg/ml 

健保代碼 AC42412209 AC46348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241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34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Keterolac tromethamine 30mg/1ml Keterolac tromethamine 30mg/1ml 

適應症 
短期(≦5天)使用於緩解無法口

服病人之中重度急性疼痛，通常使

用於手術後。  

短期(≦5天)使用於緩解無法口服病人

之中重度急性疼痛，通常使用於手術後。

副作用 噁心、胃潰瘍、水腫、嗜眠、眩暈、

發汗、搔癢、紫斑。 

噁心、胃潰瘍、水腫、嗜眠、眩暈、發

汗、搔癢、紫斑。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甲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5.23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21)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 OVIE 】 

藥品中文名稱  惠立妥膜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Viread 300mg 

健保代碼  B02469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69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 300mg 

適應症  

Viread適用於與其他抗反轉錄病毒藥物合併

使用於成人 HIV-1 感染之治療。用於治療具

有病毒複製及活動性肝臟發炎證據的成人慢

性 B型肝炎患者。  

副作用  

常見副作用，包括噁心、嘔吐、腹瀉、疲倦

無力，比較少見的則有肝功能異常、腹痛、

漲氣。 

最嚴重的副作用，包括乳酸中毒、肝毒性、

骨質缺乏與骨質流失、腎臟病變。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藥商名稱  禾利行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5.29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32) 

新舊說明  舊藥  【OXA4】 新藥   【OAC6】 

藥品中文名稱 善寧 400mg 愛克痰發泡錠 6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Xanthium 400mg Actein Effervesctent 600mg 

健保代碼 B019567100 A04599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956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99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heophyllinum monohydricum 400mg Acetylcysteine 600mg 

適應症 氣喘及支氣管痙攣。 
減少呼吸道粘膜分泌的粘稠性、蓄意或

偶發之 ACETAMINOPHEN 中毒之解毒劑。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瀉、失眠、顫抖、

抽搐、心悸、心律不整 

偶爾發生胃腸障礙如噁心和嘔吐，極少

出現諸如皮疹和支氣管痙攣等過敏反

應。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免服用含大量咖啡因飲料。 

整粒吞服。 

發泡錠置於玻璃容器中，加少量的水溶

解，混勻服用。 

有甜味劑阿斯巴甜(Aspartame)，故苯酮

尿患者不宜使用。 

劑型 持續性藥效膠囊劑 發泡錠 

標記 透明/白色膠囊，內含白色顆粒 白色圓形錠、SYG 

藥商名稱 天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