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7.03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23) 

新舊說明  舊藥  【ZEMA】 新藥   【ZZAD】 

藥品中文名稱 愛敏定眼眼液  立敏停點眼液 0.25 公絲/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Emadine solution 5ml Zaditen 1.25mg/5ml Eye Drop 

健保代碼 B022856421 B023793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56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79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Emedastine 0.5mg/ml;5ml/bot Ketotifen 0.25mg/ml;5ml/bot 

適應症 過敏性結膜炎症狀及徵候的暫時性

緩解。 

暫時預防因過敏性結膜炎引起之眼

睛癢。  

副作用 頭痛、無力、視覺模糊，乾眼、搔癢 頭痛、紅疹、視覺模糊，乾眼、搔癢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免點眼瓶直接與眼睛接觸。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台灣諾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7.05 
換藥原因 改 PTP 便民包裝 

新舊說明  舊藥  【OM-A】 新藥   【OM-A】 

藥品中文名稱 滅咳康複合膠囊  滅咳康複合膠囊  

藥品英文名稱 Medicon-A Medicon-A 

健保代碼 A021758100 A021758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175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175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Dextromethorphan 20mg,Lysozyme 
20mg. Potassium cresolsulf 90mg 

Dextromethorphan 20mg,Lysozyme 20mg. 
Potassium cresolsulf 90mg 

適應症 鎮咳、袪痰 鎮咳、袪痰 

副作用 嗜睡、食慾不振、噁心、嘔吐、

眩暈 
嗜睡、食慾不振、噁心、嘔吐、眩暈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白色長圓柱形, 紅色 SHIONOGI  白色長圓柱形, 紅色 SHIONOGI 

藥商名稱 臺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7.31 
換藥原因 廠缺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AN5】 新藥   【IAP5】 

藥品中文名稱 安比西林注射劑 500 公絲 安博黴素注射劑 5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mpicillin 500mg "CHI SHENG" Ampolin 500mg 

健保代碼 A001437277 A001853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143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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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炎球菌及其他對青黴素具有感受

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

膜炎球菌及其他對青黴素具有感受性

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副作用 腹瀉、噁心、嘔吐，紅疹。 腹瀉、噁心、嘔吐，紅疹。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7.12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26) 

新舊說明  舊藥  【OAVA】 新藥   【OJAM】 

藥品中文名稱 梵帝雅膜衣錠 4毫克  捷糖穩 50/500 毫克 膜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Avandia  4mg Janumet  50/100mg 

健保代碼 B024780100 B02504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780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04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Rosiglitazone 4mg sitagliptin 50mg,metformin 500mg 

適應症 

單一療法或與 Sulfonylurea、

Metformin 類口服降血糖劑、胰島素

合併使用以控制第二型糖尿病人的

血糖。  

適用於配合飲食和運動，以改善下列

第二型糖尿病患者的血糖控制：已在

接受 Sitagliptin 和 metformin 合併

治療者，或僅適用 Sitagliptin 或

metformin 但控制不佳者。 

副作用 

曾發生輕至中度的貧血及水腫不良反應、偶有頭

痛，上呼吸道感梁。本品與 metformin 併用或與

sulfonylurea 併用，發生之不良反應的種類，與

本品單獨使用時大致類似、併用本品及

metformin 治療的患者發生貧血的頻率(7.1%)要

高於單獨使用本品治療者或併用本品及

Sulfonylurea 治療者。 

腹瀉、噁心、嘔吐、頭痛、乏力等症狀。

其他用藥指示 肝功能之監測：即在治療開始及治療之一年內，

每2個月監測肝功能，一年後應定期監測肝功能。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五角形,橙色,GSK/4 長橢圓形,淡粉紅色，576 

藥商名稱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美商默沙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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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7.09 
換藥原因 1001111 藥委決議(22) 

新舊說明  舊藥  【ZRES】 新藥   【ZCOS】 

藥品中文名稱 利視即樂點眼液  康舒目點眼液劑  

藥品英文名稱 Rescula eye drops 5ml Cosopt 5ml oph solution 

健保代碼 B023079421 B023337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07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33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Isopropyl Unoprostone 1.2mg/ml;5ml/bot Dorzolamide 20mg/ml;Timolol 5mg/ml

適應症 廣角開放性青光眼、高眼壓症。 
高眼壓症、開放性青光眼、假性剝離

性青光眼所造成之眼內壓升高。 

副作用 眼刺激症狀、角膜症狀、頭痛 
眼睛灼熱及刺痛、味覺錯亂、角膜糜爛、

結膜充血、視覺模糊流淚及眼睛發癢。 

其他用藥指示  因含有 timolol maleate 成分，治療之前

應先當地控制心臟衰竭的症狀。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安斯泰來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默沙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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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7.18 
換藥原因 廠缺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FLR1】 新藥   【IFU1】 

藥品中文名稱 有利癌注射液 服樂癌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Fluoro-Uracil 1000mg/20ml Fluorouracil 1000mg/20ml 

健保代碼 B023404238 B0208072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04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80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Fluorouracil 1000mg Fluorouracil 1000mg 

適應症 大腸癌、乳癌、結腸癌。  
消化器癌（如胃癌、直腸癌、結腸癌）、

肺癌、乳癌病狀之緩解。 

副作用 厭食、噁心、嘔吐、禿髮。 
噁心、食慾減退或嘔吐，偶見口腔粘膜炎或潰

瘍、腹部不適或腹瀉，周圍血白細胞減少常

見，脫髮多見。 

其他用藥指示 

治療期間若發生下列症狀時應立即停藥： 
口腔炎、黏膜炎、嚴重腹瀉或嘔吐、胃腸潰瘍或出血、白血球數低於 3000/mm3、血小板

數低於 80000/mm3、中樞或周邊神經系統毒性，包括運動失調及震顫、心臟毒性等。以

上症狀沒有消退以前不得再使用本藥。若為嚴重的胃腸、心臟或神經毒性，並不建議重新

使用本藥治療。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香港商英維達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1.07.20 
換藥原因 改 PTP 便民包裝 

新舊說明  舊藥  【OBU】 新藥   【OBU】 

藥品中文名稱 補斯可胖糖衣錠 10 公絲 補斯可胖糖衣錠 1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Buscopan 10mg Buscopan 10mg 

健保代碼 A028452100 AC28452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45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45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Hyoscine-N-Butyl bromide  10mg Hyoscine-N-Butyl bromide  10mg 

適應症 
胃腸痙攣及運動亢進、膽管痙攣及

其運動障礙、尿路痙攣、女性生殖

器之痙攣症狀。 

胃腸痙攣及運動亢進、膽管痙攣及其運

動障礙、尿路痙攣、女性生殖器之痙攣

症狀。 

副作用 口乾、出汗、心跳快、尿滯留 口乾、出汗、心跳快、尿滯留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糖衣錠 糖衣錠 

標記 白色圓凸形 白色圓凸形 

藥商名稱 臺灣百靈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百靈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