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3.07 

換藥原因 停產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INF】 新藥  【ILYP】 

藥品中文名稱 複力維他注射液  利保維源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Infuvita 5ml/2amp Lyo-Povigent 5ml 凍晶 

健保代碼 A030763221 AC393922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076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39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o. 1 (5ml/amp)  
per mLLLL：：：：Vit. A: 660 IU、Vit. B1:0.6 mg、 

Vit. B2:0.72 mg、Vit. B6:0.8 mg、 

Nicotinamide:8 mg、PanthenoL:3 mg、 

Vit. C:20 mg、Vit. D: 40 IU、Vit. E: 2 mg 

No. 2 (5ml/amp) 
per mLLLL：：：：Biotin:12 mcg、Folic acid:80 mcg 

Vit. B12:1 mcg 

 

Part I (水溶性水溶性水溶性水溶性) per Vial  

凍晶乾燥製劑凍晶乾燥製劑凍晶乾燥製劑凍晶乾燥製劑：：：： 

Vit. B1:3.9 mg、Vit. B2:4.6 mg、Vit. B6:4.9 mg、Vit. 

B12:0.005 mg、Niacinamide:40 mg、 

Folic acid:0.4 mg、Vit. C:100 mg、D-Panthenol:14 

mg、Biotin:0.06 mg 

Part II (脂溶性脂溶性脂溶性脂溶性) per Amp. 

Phytonadione (K1):2 mgggg、、、、Vit. A:3300 IU 

Cholecalcifero:200 IU、Vit. E:10 mg 

適應症 

多種維生素缺乏症、不能或不能充分經

口、經腸道補給營養、而需依靜脈營養

時之維他命補給。 

不能或不能充分經口、經腸道補給營養而

需依賴靜脈營養時之維他命補給 

副作用  
腹痛、下痢、食慾不振、噁心、GOT GPT

上升、發疹、臉部潮紅。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光冷藏於 2-8℃ 避光冷藏於 2-8℃，PARTⅠ、PARTⅡ混

合溶解後，應迅速加入高熱量輸液中稀釋

後使用。 

劑型 注射劑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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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07 

換藥原因 廠缺換藥 

新舊說明  舊藥  【ZER】 新藥   【ZERO】 

藥品中文名稱 〝綠洲〞紅黴素眼藥膏 0.5% "景德" 紅黴素眼藥膏 0.5%  

藥品英文名稱 Erythromycin Oint 3.5g Erythromycin 0.5% Oint 3.5g 

健保代碼 A035459417 A04737041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45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37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rythromycin Base 5mg/gm Erythromycin Base 5mg/gm 

適應症 

治療眼部感受菌引起之急慢性結膜

炎、角膜炎、淚囊炎、麥粒腫、眼

瞼緣炎、角膜潰瘍、砂眼。預防新

生兒之淋球菌（N.Gonococcs），披

衣病毒（C.Trachomatis）感染。  

治療眼部感受菌引起之急慢性結膜

炎、角膜炎、淚囊炎、麥粒腫、眼瞼

緣炎、角膜潰瘍、砂眼。預防新生兒

之淋球菌(N.GONOCOCCUS)，披衣病毒

(C.TRACHOMATIS)感染。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點眼膏劑 眼用軟膏劑 

標記  粉紅色翼標 

藥商名稱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3.07 

換藥原因 藥委決議進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CLN5】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克癇平錠 0.5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CLONOpam 0.5mg 

健保代碼  A045342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34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lonazepam 0.5mg 

適應症  癲癇。 

副作用  
昏昏欲睡，頭暈，口齒不清，腳步笨拙或

不穩 

其他用藥指示  第四級管制藥品  

劑型  錠劑 

標記  粉紅圓扁錠、十字切割痕、SK 0.5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3.13 

換藥原因 廠缺換藥 

新舊說明  舊藥  【ZGEO】 新藥  【ZGEO5】 

藥品中文名稱 抗耐黴素眼藥膏 "景德" 漸得明眼藥膏 

藥品英文名稱 Gentamicin oph Oint 3.5g Gendermin Oph Oint 0.3% 5gm 

健保代碼 A011838417 A047124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183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12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entamicin sulfate 3mg/gm Gentamicin sulfate 3mg/gm 

適應症 
眼瞼緣炎、結膜炎、角膜炎、虹彩

毛樣體炎、麥粒腫、淚囊炎 

結膜炎、眼瞼緣炎、角膜炎、淚囊炎、

麥粒腫、虹彩毛樣體炎。 

副作用 短暫刺激感 短暫刺激感 

其他用藥指示 
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 10 分鐘,請先使

用藥水再用藥膏。 

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10 分鐘,請先使用藥

水再用藥膏。 

劑型 點眼膏劑 點眼膏劑  

標記  棕色翼標 

藥商名稱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3.18 

換藥原因 廠商變更健碼及藥名 

新舊說明  舊藥  【OGLP】 新藥   【OGLM】 

藥品中文名稱 穩醣錠 2 公絲  穩佳醣錠 2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Glipid 2mg Glimepiride 2mg 

健保代碼 AC46647100 AC5711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64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11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limepiride 2mg Glimepiride 2mg 

適應症 非胰島素依賴型(第 2 型)糖尿病。 非胰島素依賴型(第 2 型)糖尿病。 

副作用 低血壓、眩暈、衰弱、頭痛及噁心。 低血壓、眩暈、衰弱、頭痛及噁心。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平面雙球形,淡綠,雙面切痕,C/CP、C/71 平面雙球形,淡綠,雙面切痕, C/CP、C/71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3.25 

換藥原因 更換劑量 

新舊說明  舊藥  【OMAF】 新藥   【OMAF2】 

藥品中文名稱 脈化寧 錠 5 毫克  脈化寧 錠 2.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MaFARIN 5mg MaFARIN 2.5mg 

健保代碼 A050095100 A05042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009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042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Warfarin sodium 5.0mg Warfarin sodium 2.5mg 

適應症 

1.預防及/或治療靜脈栓塞症及其

相關疾病，以及肺栓塞。 2.預防

或治療因心房纖維顫動及/或更換

心臟瓣膜引起之血栓性栓塞症。  

1.預防及/或治療靜脈栓塞症及其相關

疾病，以及肺栓塞。2.預防或治療因心

房纖維顫動及/或更換心臟瓣膜引起之

血栓性栓塞症。 

副作用 
主要不良反應是出血，最常見為鼻衄、牙

齦出血、皮膚瘀斑、血尿、子宮出血、便

血、傷口及潰瘍處出血等。 

主要不良反應是出血，最常見為鼻衄、牙齦出

血、皮膚瘀斑、血尿、子宮出血、便血、傷口

及潰瘍處出血等。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扁,桃紅色,有切痕,MF,5 錠劑,圓扁,黃色,有切痕,MF,21/2 

藥商名稱 恆振企業有限公司  恆振企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3.30 

換藥原因 102 第一次藥委通過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CYT】 

藥品中文名稱  賽德薩注射劑 1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Cytosar 100mg 

健保代碼  B00187825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0187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ytarabin 100mg 

適應症  急性顆粒白血病及其他急性白血病  

副作用  

食慾不振、噁心、嘔吐、腹瀉、口部及肛門潰瘍、

肝功能障礙、發燒、皮疹、血栓靜脈炎。 

快速靜脈注射較常發生噁心、嘔吐。 

其他用藥指示  

1.使用 Cytosar 治療的病人必須仔細觀察，定期

的檢測血小板血和白血球的數目和骨髓。 

2.迅速地實行大劑量的靜脈注射時，病人於注射

後數小時內可能會發生噁心及可能嘔吐。如果改

用點滴輸注，這現象即可相對地減少。 

3.肝臟功能不良之病人用藥要小心及減低劑量。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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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30 

換藥原因 102 第一次藥委通過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CYT5】 

藥品中文名稱  賽德薩注射劑 5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Cytosar 500mg 

健保代碼  B001879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0187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ytarabin 500mg 

適應症  急性顆粒白血病及其他急性白血病 

副作用  

食慾不振、噁心、嘔吐、腹瀉、口部及肛門潰瘍、

肝功能障礙、發燒、皮疹、血栓靜脈炎。 

快速靜脈注射較常發生噁心、嘔吐。 

其他用藥指示  

1.使用 Cytosar 治療的病人必須仔細觀察，定期

的檢測血小板血和白血球的數目和骨髓。 

2.迅速地實行大劑量的靜脈注射時，病人於注射

後數小時內可能會發生噁心及可能嘔吐。如果改

用點滴輸注，這現象即可相對地減少。 

3.肝臟功能不良之病人用藥要小心及減低劑量。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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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3.30 

換藥原因 102 第一次藥委通過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FAS】 

藥品中文名稱  法舒克注射劑 1.5 公絲/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Fasturtec 1.5mg/ml 

健保代碼  K00076121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76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Rasburicase 1.5mg 

適應症  

治療及預防具有腫瘤負擔和在開始化學

治療時可能會引發快速腫瘤溶解或萎縮

之危險的血癌患者之急性高尿酸血症。 

副作用  
常見為皮膚疹,發燒,輕微噁心及嘔吐.,

腹瀉,頭痛。 

其他用藥指示  

G6PD 缺乏者禁用;本藥需冷藏 

限用於血液腫瘤 1.血清尿酸值高於

10mg/dL；兒童高於 8mg/dL 者 2.每日一

至二劑並以三日為限 

劑型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3.28 

換藥原因 停產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TT3】 新藥  【ITT1】 

藥品中文名稱 明礬沈澱破傷風類毒素 明礬沈澱破傷風類毒素 

藥品英文名稱 
Tetanus toxoid alum 

precipitated 3ml 
Tetanus toxoid alum precipitated 1ml 

健保代碼 J000048216 J000089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製字第 000048 號 衛署菌疫製字第 00008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etanus toxoid 20FL/ml tetanus toxoid 10FL/ml 

適應症 預防破傷風 預防破傷風 

副作用 
注射後局部紅腫、疼痛、發熱、

倦怠。通常 2~3 日會消失。 

注射後局部紅腫、疼痛，或產生全身副作

用之發燒、寒顫、頭痛、倦怠。通常 2~3

日會消失。 

其他用藥指示 

本藥只能肌肉注射，絕不可靜脈

注射。 
冷藏儲存。 

本藥只能肌肉注射，絕不可靜脈注射。 
冷藏儲存。 

劑型 滅菌懸液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