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9.03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ANZ】 新藥  【OLOW】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安祈平錠 0.5 公絲 樂穩錠 0.5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nzepam 0.5mg Lowen 0.5mg 

健保代碼 A0233701G0 AC27849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337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784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orazepam  0.5mg Lorazepam  0.5mg 

適應症 焦慮狀態 焦慮狀態 

副作用 思睡、眩暈、虛弱及情緒不穩。 思睡、眩暈、虛弱及情緒不穩。 

其他用藥指示 

使用本劑時，勿飲酒或併服葡萄柚

汁，避免開車或操作危險機器。孕

婦不宜使用。 

使用本劑時，勿飲酒或併服葡萄柚

汁，避免開車或操作危險機器。孕婦

不宜使用。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藍色圓形錠劑,有切痕,SK/206 標記 黃色圓形錠劑,CCP 標記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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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9.05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ALM】 新藥  【ZANK】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安敏易眼藥水  “聯邦”敏克安眼藥水 

藥品英文名稱 Alminto Eye Drops 10ml Ankemin Eye Drops 10ml 

健保代碼 A048389429 A049991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38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99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ntazoline phosphate 0.15mg/ml, 

Tetrahydrozoline Hcl 0.5mg/ml,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0.05mg/ml 

Antazoline 0.5mg /ml, 

Tetrahydrozoline 0.4mg/ml 

適應症 
眼睛疲勞、刺激性過敏、眼睛

過敏、結膜炎、結膜充血。  

過敏性結膜炎，眼瞼緣炎，角膜炎。 

副作用 

暫時性視力模糊，結膜的刺

激，偶有結膜充血，乾燥，灼

熱感。 

暫時性視力模糊,結膜的刺激,偶有結膜充

血,乾燥,灼熱感.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光貯存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聯邦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9.12 

換藥原因 停產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SLK】 新藥  【ORAD】 

藥品中文名稱 緩釋鉀糖衣錠 鉀順錠 

藥品英文名稱 Slow-K 600mg Radi-K 

健保代碼 B010085100 AC2231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008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231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otassium Chloride 600mg Potassium gluconate 595mg 

適應症 缺鉀狀態 
血鉀過低症（因手術前後、使用藥物、

瀉肚、心臟病引起之血鉀過低症） 

副作用 

噁心,嘔吐,脹氣,腹痛,腹瀉 偶有噁心、嘔吐、食慾不振、下痢、

腹痛、胸悶、便秘、及腹部膨脹感。 

偶有皮疹、搔癢出現。 

 

其他用藥指示 

1.請整粒吞服,不要咬碎。 

2.糞便中可能出現不含藥物的蠟

基,此為正常的現象。 

 

劑型 糖衣錠 錠劑 

標記 糖衣錠,圓形,黃棕色 錠劑,圓凸形,白色, 

藥商名稱 臺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9.12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DE1】 新藥  【IDEM】 

藥品中文名稱 
"台裕" 的剎美剎松注射液 4 公絲/

公撮 
"東洲" 禮康明注射液４公絲/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Dexamethasone 4mg/ml Decamin 4mg/ml 

健保代碼 A015279209   A004565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527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456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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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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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僂麻質性疾患、愛迪生症、急性炎症性

疾患、風濕樣關節炎、皮肌炎、散布性

紅斑性狼瘡、結節性動脈外層炎過敏性

疾患、過敏性及發炎性眼科疾患、及其

他有關之副腎皮質荷爾蒙之適應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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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9.17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FL2】 新藥  【ZFOX】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護康視懸濁點眼液 0.02%  好視多眼用懸浮液 0.2 公絲／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Flucason oph suspension 0.02% 5ml Foxone oph suspension 0.02% 5ml 

健保代碼 A046103421 A045145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10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14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luorometholone 0.2mg/ml;5ml/bot Fluorometholone 0.2mg/ml;5ml/bot 

適應症 
眼瞼炎、結膜炎、角膜炎、強膜炎、

上強膜炎。 

眼瞼炎、結膜炎、角膜炎、強膜炎、上

強膜炎、虹彩炎、虹彩毛樣體炎。 

副作用 
眼壓上升(0.03%)，過敏性結膜炎惡

化(0.01%) 

 

其他用藥指示 使用時，勿將瓶口直接接觸眼睛 使用時，勿將瓶口直接接觸眼睛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淡粉紅蓋,淡粉紅翼標 黃色蓋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9.18 

換藥原因 102 第 3 次藥委決議比價取代 OVAS 

新舊說明  舊藥  【OVAS】 新藥  【ORAF】 

藥品中文名稱 煩清持續性藥效膠囊 75 毫克 蘿菲思持續性藥效膠囊 7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Valosine S.R 75mg Rafax XR  75 mg/Capsules 

健保代碼 AC47644100 AC4958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64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58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Venlafaxine Hcl 

84.85mg=Venlafaxine 75mg 
Venlafaxine Hcl 84.9mg=Venlafaxine 75mg 

適應症 鬱症、泛焦慮症、社交焦慮症。 鬱症、 泛焦慮症、社交焦慮症、恐慌症。 

副作用 頭暈,嗜眠,口乾,厭食,噁心,便秘,無力,高血壓 

其他用藥指示 

1.此類藥兩星期後才見療效。 

2.停用 MAOI 而開始使用 Venlafaxine ，中間至少需要間隔 14 天。 

3.停用 Venlafaxine 而開始使用 MAOI，至少需要間隔 7 天。 

4.服用此藥之病患應定期監測血壓。對於使用此藥而有持續性血壓增加之患者，應考慮降

低劑量或停止用藥。 

劑型 持續性藥效膠囊劑 持續性藥效膠囊劑 

標記 粉紅色膠囊,STD,557 淡紅色膠囊, CCP/B73 

藥商名稱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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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9.16 

換藥原因 更改健碼及中文名(公告 102032) 

新舊說明  舊藥  【OBU】 新藥  【OBU】 

藥品中文名稱 補斯可胖糖衣錠 10 公絲 補斯可伴糖衣錠 1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Buscopan 10mg Buscopan 10mg 

健保代碼 AC284521G0 BC25709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452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70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Hyoscine-N-Butyl bromide  10mg Hyoscine-N-Butyl bromide  10mg 

適應症 

胃腸痙攣及運動亢進、膽管痙攣及

其運動障礙、尿路痙攣、女性生殖

器之痙攣症狀。 

胃腸痙攣及運動亢進、膽管痙攣及其

運動障礙、尿路痙攣、女性生殖器之

痙攣症狀。 

副作用 口乾,異常出汗,心跳過速,尿滯留。 口乾,異常出汗,心跳過速,尿滯留。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糖衣錠 糖衣錠 

標記 糖衣錠,圓凸,白色 糖衣錠,圓凸,白色 

藥商名稱 臺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9.17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FLU】 新藥  【ZVIS】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護康視懸濁點眼液 0.1% 如視點眼液 0.1%〝杏輝〞 

藥品英文名稱 Flucason Oph Suspension 0.1% 5ml Viscone eye drops 0.1% 5ml 

健保代碼 A045809421 AC43184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80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18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luorometholone 1mg/ml 5ml/btl Fluorometholone 1mg/ml 5ml/btl 

適應症 

眼瞼炎、結膜炎、角膜炎、強膜炎、上強

膜炎、虹彩炎、虹彩毛樣體炎、葡萄膜炎、

手術後炎症。 

外眼部和前眼部之炎症性疾患。 

副作用 
長期使用可能使眼壓上升導致青光

眼,亦可能形成白內障。 

長期使用可能導致青光眼、視神經損

壞及視野障礙,亦可能形成白內障。 

其他用藥指示  貯存於避光及陰涼處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粉紅蓋,粉紅翼標 藍色蓋,白瓶藍標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9.18 

換藥原因 配合健保給付新增以利調配 

新舊說明  舊藥  【  】 新藥  【IALI1】 

藥品中文名稱  愛寧達注射劑 1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Alimta 100mg 

健保代碼  B02487425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87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emetrexed free acid 100mg 

適應症  

1.併用cisplatin是治療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

小細胞肺癌（顯著鱗狀細胞組織型除外）之第

一線化療用藥。2.Alimta 單一藥物是局部晚期

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顯著麟狀細胞組織型

除外)病人接受 4個週期含鉑藥物的第一線化

療後疾病並未惡化之維持療法。3.單一藥物是

治療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顯著鱗

狀細胞組織型除外）之第二線治療用藥。4.與

cisplatin 併用於治療惡性肋膜間質細胞瘤。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9.18 

換藥原因 缺藥暫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 新藥  【IONO】 

藥品中文名稱  OncoTICE 12.5mg(BCG 專案進口) 

藥品英文名稱  OncoTICE 12.5mg(BCG 專案進口) 

健保代碼  X000116248 

許可證字號   

主成分及含量  
Bacillus Calmette-Guerin 12.5mg

 

(6*10
8
 CFU TICE BCG) 

適應症  
治療及預防膀胱原發或復發性原位癌或經尿道

切除後之表淺性乳頭瘤 

副作用  發燒，排尿灼熱或疼痛，頻尿或血尿 

其他用藥指示  

2~8℃貯存。1.治療後 6小時內,要坐著小

便避免尿液漏出馬桶外,並倒入漂白水保

持 15分再沖水.2.多喝水加速排出 3.如發

燒，排尿灼熱或疼痛，頻尿或血尿，症狀

持續 48 小時應通知醫師。 

劑型  膀胱用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09.24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FLR1】 新藥  【I5FU1】 

藥品中文名稱 有利癌注射液 好復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Fluoro-Uracil 1000mg/20ml 5-FU 1000mg/20ml 

健保代碼 B023404238 AC580332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04 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03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luorouracil 1000mg Fluorouracil 1000mg 

適應症 大腸癌、乳癌、結腸癌。  
消化器癌(如胃癌、直腸癌、結腸

癌)、肺癌、乳癌病狀之緩解。 

副作用 厭食、噁心、嘔吐、禿髮。 厭食、噁心、嘔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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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商英維達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