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1.03 

換藥原因 健保價調降廠商無法販售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SIL】 新藥   【OSIY】 

藥品中文名稱 賜得健膠囊 150 公絲 "瑞士" 喜祿膠囊 1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ilimin 150mg Silymin 150mg 

健保代碼 A033468100 A03953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46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53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ilymarin 150mg Silymarin 150mg 

適應症 
慢性肝病、肝硬變及脂肪肝之佐

藥  

慢性肝病、肝硬變及脂肪肝之佐藥。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褐色膠囊劑,，KJ/150  深紅/鮮紅膠囊，Silymin/150mg 

藥商名稱 國嘉製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1.19 

換藥原因 廠缺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AU1】 新藥   【ISOO】 

藥品中文名稱 安滅菌靜脈注射劑 1.2 公克  雙合黴素靜脈注射劑 1.2 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Augmentin 1.2gm Soonmelt 1.2gm 

健保代碼 B018304297 AC4407029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30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07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moxicillin 1000mg 

Clavulanate  200mg 

Amoxicillin 1000mg 

Clavulanate  2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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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瀉、消化不良、噁心、嘔吐、偽

膜性結腸炎 

針對部分患者偶有下痢、偽膜性結腸

炎、消化不良、噁心、嘔吐、產生念

珠菌病之報告  

其他用藥指示 靜脈注射 靜脈注射 

劑型 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分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1.26 

換藥原因 廠商變更健碼及藥名 

新舊說明  舊藥  【OFIS】 新藥   【OLRA】 

藥品中文名稱 柔他益持續性膜衣錠  莫鼻卡持續性藥效錠  

藥品英文名稱 FINSKA-LP 120/5mg Lorapseudo 5/120mg 

健保代碼 AC44277100 AC5712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27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12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oratadine 5mg 

Pseudoephedrine sulfate 120mg 

Loratadine 5mg 

Pseudoephedrine sulfate 120mg 

適應症 

緩解過敏性鼻炎及感冒的相關症

狀，如鼻塞、打噴嚏、流鼻水、搔

癢及流眼淚。  

緩解過敏性鼻炎及感冒的相關症狀，

如鼻塞、打噴嚏、流鼻水、搔癢及流

眼淚。 

副作用 失眠、口乾、頭痛、思睡、心悸 失眠、口乾、頭痛、思睡、心悸 

其他用藥指示 不可嚼碎，必須整顆吞服。 不可嚼碎，必須整顆吞服。 

劑型 持續性膜衣錠 持續性藥效錠 

標記 白色圓凸膜衣錠  白色圓凸膜衣錠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

廠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1.28 

換藥原因 廠商變更產品品名及劑型 

新舊說明  舊藥  【ITYX】 新藥  【ITYN】 

藥品中文名稱 汰杉注射劑  鈦能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Tyxan 20mg /0.5ml 冰 Tynen 20mg/ml 冰 

健保代碼 AB47882206 AC57240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88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24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ocetaxel 20mg/0.5ml Docetaxel 20mg/ml 

適應症 
乳癌、非小細胞肺癌、前列腺癌、

頭頸癌、胃腺癌。 

1.乳癌 2.非小細胞肺癌 3.前列腺癌

4.胃腺癌 5.頭頸癌  

副作用 
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貧血、噁心嘔吐、

口腔炎、腹瀉、脫髮 

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貧血、噁心嘔吐、口

腔炎、腹瀉、脫髮 

其他用藥指示 
1.未開封 Tyxan 濃縮注射液應於 2-8℃避光儲存。 

2.配製完成之輸注溶液應在室溫 4小時內使用。 

3.輸注時間 1小時 

1.未開封 Tyxan 濃縮注射液應於 2-8℃避光儲存。 

2.配製完成之輸注溶液應在室溫 4小時內使用。 

3.輸注時間 1小時 

劑型 注射劑 注射液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1.28 

換藥原因 101Q3 藥委通過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SIM】 

藥品中文名稱  欣普尼 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Simponi 50mg 

健保代碼  K00091120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91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olimumab  50MG/0.5ML 

適應症  

類風濕性關節炎:欣普尼SIMPONI與methotrexate併用適

用於治療中至重度活動性類風濕性關節炎成人患者。 

僵直性脊椎炎:欣普尼 SIMPONI 適用於治療活動性僵直性

脊椎炎成人患者。 

乾癬性關節炎:欣普尼 SIMPONI 單獨使用或與

methotrexate 併用適用於治療對疾病修飾性抗風濕藥物

(DMARDs)無效之活動性乾癬性關節炎成人患者。  

副作用  上呼吸道感染、鼻咽炎、病毒感染。 

其他用藥指示  

治療期間定期評估病患的活動性 TB 及潛伏性感染

症。請冷藏於 2- 8℃並避光儲存,皮下注射前先放置

室溫下 30 分鐘。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