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5.10 

換藥原因 IABI1 廠缺暫以 IMTX5 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IABI1】 新藥   【IMTX5】 

藥品中文名稱 必除癌注射液 100 公絲／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Abitrexate 1000mg/10ml 
METHOTREXAT "EBEWE" 

500MG/5ML（專案進口） 

健保代碼 B020643229 X0001152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64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ETHOTREXATE100 MG/ML METHOTREXATE 100 MG/ML 

適應症 

急性淋巴白血病、腦膜白血病、淋

巴肉瘤、孕婦絨毛膜癌、破壞性絨

毛膜腺癌、水囊狀胎塊。 

 

副作用 

1.常見-潰瘍性口腔炎、舌炎、齒齦炎、

頭痛、白血球減少、血小板減少。 

2.嚴重者-肝毒性、肝硬化、骨髓抑制、

肺炎、猝死。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5.11 

換藥原因 停產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ZYL】 新藥  【OCET】 

藥品中文名稱 驅特異內服液劑０．１％Ｗ/Ｖ "晟德" 勝克敏液 1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Zyrtec 60ml oral Solution 

0.1%W/V 
Cetirizine oral solution 1mg/ml;60ml/bot  

健保代碼 B021839151 AC4402315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83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02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etirizine Dihydrochloride 

1mg/ml;60ml/bot 

Cetirizine Dihydrochloride 

1mg/ml;60ml/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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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節性鼻炎、過敏性鼻炎、結膜炎、蕁麻

疹、過敏性搔癢等過敏現象。 

副作用 
頭痛、眩暈、嗜眠、精神激昂、口

乾、胃腸不適。 
頭痛、眩暈、嗜眠、精神激昂、口乾、胃腸

不適。 

其他用藥指示 
腎功能不全的患者服用本劑時，其

劑量應減半。 

腎功能不全的患者服用本劑時，其劑量應減

半。 

劑型 內服液劑 內服液劑 

標記  無色香蕉味、塑膠瓶 

藥商名稱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5.14 

換藥原因 廠缺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OCAR】 新藥  【OPRR】 

藥品中文名稱 心律整錠 "生達" 心律錠 1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Cardiolol  10mg Propranolol 10mg 

健保代碼 A0182511G0 AC09102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825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910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ROPRANOLOL HCL 10mg PROPRANOLOL HCL 10mg 

適應症 

狹心症、不整律（上心室性不整律、

心室性心搏過速）、原發性及腎性高血

壓、偏頭痛、控制原發性震顛、控制

焦慮性心搏過速、甲狀腺毒症的輔助

劑、親鉻細胞瘤 

狹心症、不整律（上心室性不整律、心室

性心搏過速）、原發性及腎性高血壓、偏

頭痛控制原發性震顫控制焦慮性心搏過

速、甲狀腺毒症的輔助劑、親鉻細胞瘤 

副作用 
頭昏眼花,眩暈,心跳變慢,手腳冰

冷,異常疲倦。 

頭昏眼花,眩暈,心跳變慢,手腳冰冷,

異常疲倦。 

其他用藥指示 
除非有醫師的指示,不要驟然停藥。謹

慎從事開車或危險工作。 

除非有醫師的指示,不要驟然停藥。謹慎

從事開車或危險工作。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形,粉紅色,有切

痕,UL,023 
錠劑,圓形,紅色,有切痕,STD,163 

藥商名稱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5.14 

換藥原因 停產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PAA】 新藥  【OLIO】 

藥品中文名稱 "台灣第一三共" 抗血定膜衣錠 100 毫克 利血達膜衣錠 1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Panaldine 100mg Licodin F.C 100mg 

健保代碼 A028034100 AC3159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03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159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iclopidine HCL 100mg Ticlopidine HCL 100mg 

適應症 

適用於曾發生完成性栓塞型中風（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及有中風前兆（ｓｔｒｏ

ｋｅ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且不適於

使用ａｓｐｉｒｉｎ之患者。 

適用於曾發生完成性栓塞型中風（ｃｏｍｐｌ

ｅｔｅ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ｔｉｃｓｔｒｏｋ

ｅ）及有中風前兆（ｓｔｒｏｋｅ ｐｒｅｃ

ｕｒｓｏｒｓ），且不適於使用ａｓｐｉｒｉｎ

之患者。 

副作用 

常見:食慾不振、胃不適感、皮下出

血、脹氣。偶有:顆粒性白血球減

少、黃疸。 

鼻出血,皮下出血,食慾不振, 胃不適,

脹氣等消化問題,顆粒性白血球減少。 

其他用藥指示 
1.手術前(包括拔牙)應告知醫師服

用此藥。2.定期監測血液值。 

1.手術前(包括拔牙)應告知醫師服用

此藥。2.定期監測血液值。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圓形,白色,P,613 圓形,白色,LC 

藥商名稱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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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5.21 

換藥原因 廠缺暫代 

新舊說明  舊藥  【IBOJ】 新藥  【IBOJ2】 

藥品中文名稱 保菌清靜脈乾粉注射劑 0.5 公克 保菌清靜脈乾粉注射劑 0.25 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Bojum 500mg Bojum 250mg 

健保代碼 AC47979277 AC4797926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97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97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eropenem trihydrate 500mg Meropenem trihydrate 250mg 

適應症 
對 MEROPENEM 具有感受性之細菌引

起之感染症。 

對 MEROPENEM 具有感受性之細菌引起

之感染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經 30 分鐘以上靜脈點滴注射 經 30 分鐘以上靜脈點滴注射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5.27 

換藥原因 廠缺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EQ2】 新藥   【OSN2】 

藥品中文名稱 賽卜林軟膠囊 25 公絲  新體睦軟膠囊 25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Equoral 25mg   Sandimmun Neoral 25mg 

健保代碼 B024110100 B02118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110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18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yclosporine 25mg Cyclosporine 25mg 

適應症 

預防器官移植及骨髓移植後之移植排斥，預防移植反宿主疾病，活動性有

失明危險之中部或後部非感染性葡萄膜炎，使用傳統療法無法控制者，Ｂ

ＥＨＣEＴ病一再發炎，且已侵犯視網膜者、替代性療法無效或不適用之

嚴重乾癬；標準療法無效或不適用之嚴重類風濕性關節炎；以類固醇治療

無效或對類固醇有依賴性的原發性腎病症候群（活體檢視（ＢＩＯＰＳＹ）

主要為微小病變疾病或局部環節腎絲球硬化症)，經細胞穩定

(CYTOSTATIC)治療無效且腎功能指數在正常值 50%以上之病人。後天型嚴

重再生不良性貧血。 

副作用 
疲倦，肝功能異常，頭痛，肌肉痙攣，肌痛，感覺異常，代謝失調，多毛

症，高血壓，高血脂 

其他用藥指示 
1.勿與葡萄柚汁併服 2.整粒吞服 3.未準備服用前勿將藥品自鋁箔包裝中

取出。 

劑型 軟膠囊劑  軟膠囊劑 

標記 土黃色,橢圓形,25mg  淺灰,長圓柱形 ,25mg  

藥商名稱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