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8.01 

換藥原因 自費用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REE】 

藥品中文名稱  磷能解錠 8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Renagel 800mg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78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evelamer Hydrochloride 800mg 

適應症  
適用於控制接受透析治療的成年慢性腎病

患者的高磷血症。 

副作用  噁心、便秘、腹瀉、腹脹、消化不良。 

其他用藥指示  

1.請遵醫囑並三餐與食物併服。2.本藥於水

中會膨漲,請整粒吞服避免咀嚼或剝半。3.

併用他藥時,需與本藥隔開服用時間。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白色橢圓形膜衣錠,有 RENAGEL 800 標示 

藥商名稱  臺灣中外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8.07 

換藥原因 EPOL 健保不給附 102 年第 3 次藥委決議更換為 EVIM 

新舊說明  舊藥  【EPOL】 新藥  【EVIM】 

藥品中文名稱 "史帝富" 保麗娜液 可易適泡沫液 

藥品英文名稱 Polytar Liquid   150ml/btl 
Vimax Foaming Solution 0.5mg/gm 

25ml 

健保代碼 B018134361 A04906334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13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06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ar BP 0.3%, 
Cade Oil BPC 0.3%, 
Coal Tar BPC 0.1%, 
Arachis Oil Extract of Crude Coal Tar 0.3%, 
Oleyl Alcohol 1.0% 

Clobetasol propionat 0.5mg/g,25ml/bot 

適應症 
頭皮癢、炎性疹、濕症、牛皮癬 牛皮癬、濕疹、扁平苔癬、盤狀紅斑

性狼瘡。 

副作用 
皮膚刺激、疹子、少許會有光過敏

現象 

長期密集使用易使皮膚局部性萎縮變

化如變薄,有皺紋,表皮血管擴張 

其他用藥指示 

先沖濕頭髮,倒入適量藥液,產生豐

富泡沫,將藥液搓入頭皮,略加按摩

待 5-20 分鐘後再沖洗乾淨。每週

使用 1~2 次。 

使用垂直倒立瓶身,按壓出適量泡沫於

瓶蓋瓶蓋瓶蓋瓶蓋內內內內,再以手指取適量泡沫,塗抹患

部並輕揉按摩,塗抹完請清洗手。 

劑型 外用液劑 外用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科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8.08 

換藥原因 EPOE 健保不給附 102 年第 3 次藥委決議更換為 EXAM 

新舊說明  舊藥  【EPOE】 新藥  【EXAM】 

藥品中文名稱 "史帝富"普麗液 絲玫歐凝膠 

藥品英文名稱 Polytar Emollient 350ml Xamiol Gel 30g 

健保代碼 B018428368 B025159343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428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5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ar 7.5%,Cade oil 7.5%...etc 
Calcipotriol  50mcg/gm; 

Betamethasone 500mcg/gm 

適應症 牛皮癬、濕疹、搔癢皮膚病 
治療頭皮牛皮癬治療非頭皮部位之輕度至

中度尋常性牛皮癬 

副作用  搔癢是常見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先搖勻再將 2~4 瓶蓋藥液,倒

入浴缸內8吋(20公分)深的水

量中,浸泡 15-20 分鐘。或直

接塗抹於患部拍乾之。 

使用時先輕搖瓶身,再擠出適量擬膠塗抹患

部,為了獲得最佳效果,建議在使用 Xamiol 

Gel 後不要立刻洗頭髮,讓藥品能於夜間或

日間停留在頭皮上。 

開封藥品可置 3 個月。 

劑型 外用液劑 外用凝膠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禾利行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8.06 

換藥原因 停產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EOEK】 新藥  【EPRE】 

藥品中文名稱 荷克蒙 陰道栓劑 普力馬林陰道乳膏 

藥品英文名稱 Oekolp Forte Ovula 0.5mg V.T Premarin vaginal cream 14gm 

健保代碼 B023043500 B019489533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043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948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striol 0.5mg Estrogen conjugated 0.625mg/gm;14gm/tub 

適應症 陰道炎、子宮頸管炎及子宮膣部糜爛。 萎縮性陰道炎及更年期性外陰萎縮症 

副作用  
陰道塗抹部位不適包括燒痛、刺激感。外陰部

搔癢；陰道分泌物。乳房疼痛、觸痛。噁心；

嘔吐；腹脹；突發性出血；肺栓塞；靜脈栓塞。 

其他用藥指示  

使用說明： 

1.打開軟膏管蓋子。 

2.將塗藥器拴緊在軟膏管嘴上。 

3.壓擠軟管使軟膏依所需劑量壓入塗藥管內。 

4.將塗藥器從軟膏管嘴上移除。 

5.躺下後膝蓋彎曲，然後再將含有藥膏的塗藥

器輕輕插入陰道深部，推動推管將藥膏完全推

入陰道內，使用後將塗藥器輕輕移出陰道外。 

6.使用後的塗藥器可將推管及容器管分開，用

少許的肥皂和溫水沖洗。切勿使用熱水清洗。 

劑型 栓劑 陰道用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崇興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惠氏藥廠（亞洲）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8.13 

換藥原因 廠缺更換(暫代) 

新舊說明  舊藥  【IDE1】 新藥   【IDER】 

藥品中文名稱 
"台裕" 的剎美剎松注射液 4 公絲/

公撮 
立克能注射液 4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Dexamethasone 4mg/ml Dexaroid 40mg/10ml 

健保代碼 A015279209   N00532829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5279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532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examethasone 4mg/1ml/amp Dexamethasone 40mg/10ml/vial 

適應症 

僂麻質斯性關節炎、僂麻質斯熱、膠

原熱、過敏性疾病、結締組織炎及關

節炎樣疾病、重症皮膚病、肉芽腫、

火傷、手術時之休克  

僂麻質斯性關節炎、僂麻質斯熱、膠

原熱、過敏性疾病、結締組織炎及關

節炎樣疾病、重症皮膚病、肉芽腫、

火傷、手術時之休克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1amp=1ml 1vial=10ml 

藥商名稱 臺裕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8.01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EQU】 新藥  【OSN1】 

藥品中文名稱 賽卜林軟膠囊 100 公絲 新體睦軟膠囊 1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Equoral 100mg Sandimmun Neoral 100mg 

健保代碼 B024127100 B02118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12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18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iclosporin 100mg Ciclosporin 1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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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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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作用 

喉嚨痛、發燒、寒顫、皮膚或眼睛發黃、抽搐、頭痛，應立即就醫。 

其他副作用：胃部不適、嘔吐、腹瀉、振顫、牙齦增生、瘀血或不正常出血、毛髮

增多、高血壓。 

其他用藥指示 
軟膠囊需整粒吞服,但勿與葡萄柚汁併服。 

未準備服用前勿將藥品自鋁箔包裝中取出。 

劑型 軟膠囊 軟膠囊 

標記 棕色,橢圓形,100mg  淺灰,長圓柱形,100mg  

藥商名稱 海喬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8.23 

換藥原因 102 第 3 次藥委決議引進自費品項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DYN】 

藥品中文名稱  得術泰注射劑 4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Dynastat 40mg inj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14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arecoxib sodium 40mg 

適應症  
短期(不宜超過四天)使用於外科手術後疼

痛之緩解。 

副作用 
 感覺遲鈍、搔癢、高血壓、消化不良、脹

氣、周邊水腫。 

其他用藥指示  

調配完成之 Dynastat 注射液不可冷藏或

冷凍，應於 24 小時內使用，否則應予以丟

棄。 

劑型  凍晶注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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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8.22 

換藥原因 102 第 3 次藥委決議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LEA】 新藥  【OLEP】 

藥品中文名稱 "隆柏" 立普能膜衣錠 10 毫克 得緒安膜衣錠 1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exapro 10mg Lepax  F.C 10mg 

健保代碼 B023960100 B02509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960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09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scitalopram 10mg Escitalopram 10mg 

適應症 

鬱症之治療及預防復發，恐慌症、

社交焦慮症、泛焦慮症及強迫症之

治療。 

鬱症之治療及預防復發，恐慌症、社

交焦慮症、泛焦慮症及強迫症之治療。 

副作用 

噁心,失眠,嗜睡,焦慮不安,疲倦 最常見噁心,其次焦慮不安,失眠,嗜睡,

眩暈,顫抖,腹瀉,便祕,嘔吐,疲倦,發熱,

關節肌肉痛 

其他用藥指示 
1.避免喝酒。2.謹慎從事開車或危

險工作。 

1.避免喝酒。2.謹慎從事開車或危險

工作。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白色橢圓形膜衣錠,有切痕,有 E/L

標記 

白色橢圓形膜衣錠,有切痕,有 E/L 標

記 

藥商名稱 禾利行股份有限公司 和聯生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8.28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CLN5】 新藥  【OPAX】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克癇平錠 0.5 公絲 柏森錠 0.5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CLONOpam 0.5mg Paxam  0.5mg 

健保代碼 A0453421G0 B02233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342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33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lonazepam 0.5mg Clonazepam 0.5mg 

適應症 癲癇。 癲癇。 

副作用 

昏昏欲睡，頭暈，口齒不清，腳步

笨拙或不穩,繼續治療或調整劑量

會自然消失 

疲勞,嗜睡,飢肉無力或行為能力失調等

皆為短暫,繼續治療或調整劑量會自然

消失 

其他用藥指示 第四級管制藥品  第四級管制藥品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粉紅圓扁錠、十字切割痕、SK 0.5 橘色圓形錠劑,十字切痕,CN 0.5 標記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8.29 

換藥原因 腫瘤科張景明申請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DO4】 

藥品中文名稱  得立生錠 

藥品英文名稱  DoRison 4mg  DoRison 4mg  DoRison 4mg  DoRison 4mg      

健保代碼  A01964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964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examethasone  4mg 

適應症  

副腎皮質機能萎縮症、急性風濕性關節

炎、支氣管性氣喘、膠原病、急性過敏病、

皮膚病 

副作用  引起浮腫、血壓上升、腸胃不適等。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標記  白色圓形錠劑,有切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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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8.30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CLN】 新藥  【OZEP】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克癇平錠２公絲 〝十全〞力癲錠 

藥品英文名稱 Clonopam 2mg Zepanc 2mg 

健保代碼 A045345100 AC4869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34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69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lonazepam 2mg Clonazepam 2mg 

適應症 癲癇。 癲癇。 

副作用 

疲倦、倦怠、眩暈、嗜睡,肌肉無力

或運動失調等皆為短暫,繼續治療或

調整劑量會自然消失 

疲勞、嗜睡,肌肉無力或行為能力失調

等皆為短暫,繼續治療或調整劑量會

自然消失 

其他用藥指示 第四級管制藥品 第四級管制藥品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白色圓形錠劑,十字切痕,SK2 白色圓形錠劑,有切痕,S/C,Z03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