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7.09 

換藥原因 健保不給付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PRG】 新藥   【IPRO】 

藥品中文名稱 黃體素注射液 "東洲" 黃體素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Progesterone 250mg/10ml Progesterone 25mg/ml 

健保代碼 N000336299 N011557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0336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155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rogesterone  250mg/10ml Progesterone  25mg/ml 

適應症 
習慣性流產、機能性子宮出血、月經異

常等 
機能性月經困難、機能性子宮出血、

習慣性流產、先兆性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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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洲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7.09 

換藥原因 急診申請自費醫材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EPOA】 

藥品中文名稱  保復膚石臘紗布１％（硫酸新絲菌素） 

藥品英文名稱  Pola Gauze Dressing 1%(Framycetin sulfate)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669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ramycetin sulfate 10mg/gm=6000unit of potency 

Neomycin B sulfate 

適應症  外傷、燙傷、皮膚感染 

副作用  
搔癢,紅腫,起水泡,發疹.長期使用可能腎障害,影響聽

力.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衛生材料 

標記   

藥商名稱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7.10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LID】 新藥  【OLIG】 

藥品中文名稱 立定錠 300 毫克（碳酸鋰） 鋰齊寧膠囊 

藥品英文名稱 Lidin 300mg Ligilin 300mg 

健保代碼 A024474100 AC0929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447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929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ithium  carbonate 300mg Lithium  carbonate 300mg 

適應症 躁病、預防躁鬱病 躁病、預防躁鬱病 

副作用 尿失禁，噁心，手發抖，頭痛 。 尿失禁，噁心，手發抖，頭痛 。 

其他用藥指示 
服用後可能會嗜睡，開車或從事危

險機械操作者需小心 

服用後可能會嗜睡，開車或從事危險機

械操作者需小心 

劑型 錠劑 膠囊劑 

標記 白色圓形錠劑,有切痕,U/L,031 淡紅色長柱形膠囊, 有 ww/7512 標記 

藥商名稱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鴻汶醫藥實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7.18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FU1】 新藥   【IFLR1】 

藥品中文名稱 服樂癌注射液 有利癌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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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代碼 B020807238 B02340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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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成分及含量 Fluorouracil 1000mg Fluorouracil 1000mg 

適應症 
消化器癌（如胃癌、直腸癌、結腸

癌）、肺癌、乳癌病狀之緩解。 
大腸癌、乳癌、結腸癌。  

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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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厭食、噁心、嘔吐、禿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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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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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英維達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7.23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ONS】 新藥  【ZEYE】 

藥品中文名稱 硫酸甲酯新斯狄明點眼液 0.01％ 護眼眼藥水 0.01% 

藥品英文名稱 ONSD 0.01% oph solu' 10ml EYEHELP eye drops 0.01% 10ml 

健保代碼 A029343429 AC46990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934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99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eostigmine 

E.D.0.1mg/ml;10ml/bot 

Neostigmine methylsulfate 

0.1mg/ml;10ml/bot 

適應症 眼球肌肉症狀之改善 眼球肌肉症狀之改善。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麥迪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7.31 

換藥原因 藥委新進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EXH】 

藥品中文名稱  力安穩 膜衣錠 10/160/2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EXFORge HTC 10/160/25mg 

健保代碼  B02542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2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mlodipine 10mg,Valsartan 160mg, 

Hydrochlorothiazide 25mg 

適應症  

治療高血壓。本品適用於以 amlodipine，

valsartan，hydrochlorothiazide 其中兩種成分合

併治療，仍無法有效控制血壓的高血壓患者。 

副作用  暈眩,低血壓,水腫,頭痛,疲勞 

其他用藥指示  

服藥期間避免食用葡萄柚或葡萄柚汁。因葡萄

柚(汁)中含類黃酮，會影響肝臟內的重要酵素

（CYP3A4），使藥物作用增加或降低。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棕黃色卵形膜衣錠,有 NVR/VHL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7.30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CRE】 新藥  【OHOA】 

藥品中文名稱 舒胃錠 豐胃寧錠 

藥品英文名稱 Creamarin (Swei) Homalin |複方 

健保代碼 A023833100 A00935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383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935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Homatropine 1.25mg 

Al(OH)3 230mg 
Homatropine 1mg 

Al(OH)3 299mg 

適應症 胃、十二指腸消化性潰瘍 

制酸、鎮痙、鎮痛（胃酸過多、急、

慢性胃炎、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幽門痙攣等引起之胃痛 

副作用 含有鋁鹽，可能產生便秘現象。 含有鋁鹽，可能產生便秘現象。 

其他用藥指示 含有鋁鹽，勿與 tetracycline 併用。 勿與 tetracycline 併用。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形,白色,有切痕 錠劑,圓形,白色,S.F 200 

藥商名稱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振貿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7.10 

換藥原因 藥委同議急購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AGR】 

藥品中文名稱  安閣靈膠囊 

藥品英文名稱  Agrylin 0.5mg 

健保代碼  V00000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罕藥輸字第 00000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nagrelide  HCL 0.5mg 

適應症  治療原發性血小板過多症。 

副作用 
 頭痛、心悸、下痢、無力、水腫、噁心及

眩暈。 

其他用藥指示  室溫避光儲存。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白色膠囊劑, 063 

藥商名稱  吉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7.10 

換藥原因 藥委同議急購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VEC】 

藥品中文名稱  "法國"萬科靜脈凍晶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Velcade powder 3.5mg 

健保代碼  B02555921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55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ortezomib 3.5mg 

適應症  

1.Velcade 可合併其他癌症治療藥品使用於未接受過治療

的多發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病人及 2. 曾接受

過至少一種治療方式且已經接受或不適宜接受骨髓移植

的進展性多發性骨髓癌病人 3. 曾接受過至少一種治療方

式的被套細胞淋巴瘤 Muantle Cell Lymphoma（MCL）病人 

副作用 
 最常見的副作用為無力性症狀，如疲倦、不適、虛弱、噁

心、腹瀉、嘔吐血小板減少及週邊神經病變等，不過大部

分的副作用皆可以調整劑量的方式來作控制。 

其他用藥指示  

VELCADE 並無添加抗菌防腐劑，配製過後的 VELCADE 溶液

應在八小時內使用完畢，可以儲存於 25ºC。配製後溶液在

輸注前可以儲存於原包裝的小瓶內或是注射針筒中，可以

儲存達八小時。 

劑型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