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6.05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DIC】 新藥   【ODAC】 

藥品中文名稱 德可信膠囊 達可西林膠囊 25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Diclocin 250mg Dacocilin 250mg 

健保代碼 A021213100 AC0851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121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851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Dicloxacillin sodium 250mg Dicloxacillin sodium 25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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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蘭氏陽性菌所引起的感染症、呼吸

器官感染、泌尿生殖器感染、皮膚與

軟組織感染、化膿性鏈球菌感染及葡

萄球菌、鏈球菌或淋菌所引起之混合

感染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鮮紫藍/淡黃、長圓柱形、 

KDM-DC,250  
鮮黃/白色、長圓柱形、CCP/B20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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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6.04 
換藥原因 改 PTP 便民包裝 

新舊說明  舊藥  【OEME】 新藥   【OEME】 

藥品中文名稱 癒吐寧 "瑞安"癒吐寧錠 1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Emetrol (Costi) 10mg Emetrol (Costi) 10mg 

健保代碼 AC33947100 AC33947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94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94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Domperidone 10mg Domperidone 10mg 

適應症 
噁心、嘔吐的症狀治療，糖尿病

引起的胃腸蠕動異常。  

噁心、嘔吐的症狀治療，糖尿病引起的

胃腸蠕動異常。  

副作用 
可能會引起血漿中催乳激素值提

高之現象，停藥後即可恢復正常。

可能會引起血漿中催乳激素值提高之現

象，停藥後即可恢復正常。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扁,白色 錠劑,圓扁,白色 

藥商名稱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6.05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 IVILT 】 新藥   【 IVIL1 】 

藥品中文名稱  敏畢瘤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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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代碼 X000100229 B025517229 

許可證字號 專案進口 衛署藥輸字第 02551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Vinblastine sulfate 10mg/10ml Vinblastine sulfate 10mg/1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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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噁心、嘔吐、掉髮 白血球減少、噁心、嘔吐、掉髮 

其他用藥指示 須冷藏貯存 須冷藏貯存 

劑型 注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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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6.08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02)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OMID】 

藥品中文名稱  "培力" 邁妥林錠 

藥品英文名稱  Midorine 2.5mg 

健保代碼  AC4533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334 號 

主成分及含量  Midodrine hydrochloride 2.5mg 

適應症  
體質性血壓過低、直立性循環系統失

統，病後、手術後及產後之血壓過低 

副作用  心律不整、心臟痛、紅疹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光儲存 

劑型  錠劑 

標記  白色、圓扁形、 PL,T03  

藥商名稱  培力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6.08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臨採(27)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OMUT】 

藥品中文名稱  脈泰克膜衣錠 4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Multaq 400mg 

健保代碼  B02522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224 號 

主成分及含量  Dronedarone HCl 400mg 

適應症  

Multaq 適用於最近 6個月內有陣發性或持續性心房

纖維顫動(AF)或心房撲動(AFL)，且目前處於竇性節

律（sinus rhythm）狀態或即將接受治療成為正常節

律的患者，可降低病患發生心血管疾病而住院的風

險:－年齡≧70 歲以上，曾有過心房纖維顫動（AF）

或心房撲動(AFL)之病患；－65≦年齡＜70 歲，且帶

有下列心血管相關危險因子之ㄧ的患者（例如：高血

壓、糖尿病、曾發生過腦血管意外、左心房直徑≧50mm

或左心室射出率【LVEF】＜40％） 

副作用  腹瀉、噁心、嘔吐、無力感。 

其他用藥指示  會影響胎兒,育齡婦應採取有效避孕措施。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白色橢圓形，雙波浪狀記號、4142  

藥商名稱  賽諾菲安萬特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6.14 
換藥原因 缺藥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ZSUP】 新藥   【ZSAL】 

藥品中文名稱 沙龍眼藥水 "景德" 善得明眼藥水 

藥品英文名稱 Super Saloon eye lotion 5ml Salute oph solu' 5ml 

健保代碼 N007755421 A046899421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775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89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Surfasisomezole 20mg/ml, 
tetrahydrozoline0.025mg/ml 

Sulfamethoxazole SOD 20mg/ml, 
tetrahydrozoline0.025mg/ml 

適應症 眼晴充血（紅目）、結膜炎、角膜

疾患、眼臉炎、淚囊炎  

眼睛充血(紅目)、結膜炎、角膜疾患、

眼瞼炎、淚囊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白色瓶蓋，5ml 瓶裝 綠色瓶蓋，5ml 瓶裝 

藥商名稱 五福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6.15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HUL】 新藥   【IHULK】 

藥品中文名稱 優泌樂-混合型 50 100 單位/毫升 優泌樂筆-混合型 50 100 單位/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Humalog MIX 50 300u/3ml Humalog MIX 50 300u/3ml Kwikpen 

健保代碼 K000596266 K00089926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596 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9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insulin lisoro 50%+insulin lisoro 
protamine suspension 
50%,100iu/ml;3ml/vial 

insulin lisoro 50%+insulin lisoro protamine 
suspension 50%,100iu/ml;3ml/vial 

適應症 糖尿病 糖尿病 

副作用 低血糖、搔癢、發疹、過敏反應 低血糖、搔癢、發疹、過敏反應 

其他用藥指示 注射部位應更換。 注射部位應更換。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紅頭灰身筆型注射劑 

藥商名稱 臺灣禮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禮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6.15 
換藥原因 缺藥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 ZART 】 新藥   【ZPAT】 

藥品中文名稱 五福滴視點眼液 派滴兒點眼液  

藥品英文名稱 Artificial Tear 10ml Patear eye lotion 10ml 

健保代碼 A034503429 A022473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50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247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Hydromellose 5mg/ml 

Sodium Chlorid 3.2mg; 

Potassium Chloride 1.4mg; 

Sodium Borate Decahy 1mg; 

Sodium Phosphate 0.4mg; 

Benzalkonium chlorid 0.1mg; 

Boric Acid 9mg 

適應症 
暫時緩解因眼睛乾澀所引起灼熱

感與刺激感。 
眼睛乾澀、洗眼劑。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1.點眼時勿使容器口觸及眼睛。 

2.使用後即將容器前蓋封緊。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白色瓶蓋，5ml 瓶裝 白色瓶蓋，10ml 瓶裝 

藥商名稱 五福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派頓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6.18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01) 

新舊說明  舊藥  【OSTX】 新藥   【OGAL】 

藥品中文名稱 使糖立釋錠劑 120 公絲 高糖優適錠 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tarlix Film-coated 120mg Galvus 50mg 

健保代碼 B023245100 B02530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245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30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Nateglinide 120mg Vildagliptin 50mg 

適應症 
單獨治療或與 Metformin 合併使

用，以治療第二型糖尿病病患（非

胰島素依賴型糖尿病）。  

第２型糖尿病。 

副作用 低血糖、肝功能指數異常、過敏

反應 
震顫、頭痛、頭暈、噁心、低血糖。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錠劑 

標記 黃色長橢圓形，120/STARLIX 白色圓形錠，NVR/FB 

藥商名稱 台灣諾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諾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6.20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 I9NS 】 新藥   【IN-G】 

藥品中文名稱 氯化鈉注射液 氯化鈉點滴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Natrii Chloridi Isotonica 0.9% 500ml
玻璃瓶 

Sodium Chloride 0.9% 500ml 玻璃瓶 
(限化療用) 

健保代碼 NB15737277 A024516277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573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451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Sodium chloride 9mg/ml Sodium chloride 9mg/ml 

適應症 
手術時出血、急慢性腹膜炎之虛脫

狀態、胃潰瘍等之急性出血、各種

傳染病及中毒、水份不足之補給 

手術或其他疾患之水份及電解質的補

給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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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6.20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06) 

新舊說明  舊藥  【    】 新藥   【ESE5】 

藥品中文名稱  使肺泰 50 優氟吸入劑 

藥品英文名稱  Seretide 50 Evohaler 120dose/bot 

健保代碼  B02348012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8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Fluticasone propiona 50 mcg/dose 
Salmeterol  25 mcg/dose 

適應症  

SERETIDE適用於可逆性呼吸道阻塞疾病(ROAD)之常規

治療，包括適合使用支氣管擴張劑及皮質類固醇組合

療法的兒童與成人。這可能包括正在使用長效乙型作

用劑(β-AGONIST)及吸入型皮質類固醇之有效維持劑

量的患者。正在接受吸入型皮質類固醇療法，而仍有

症狀之患者。接受支氣管擴張劑之常規治療，而需要

吸入型皮質類固醇之患者。 

副作用  

Salmeterol：顫抖、肌肉痙攣、頭痛、不安、失眠、

心悸、血鉀降低、血糖升高等；Fluticasone：頭痛、

喉嚨發炎、鼻塞、發音障礙、聲音嘶啞、口腔念珠菌

感染等。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口腔吸入劑 

標記  紫色吸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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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