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0.01     

換藥原因 健保無給付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FOR】 新藥  【OFON】 

藥品中文名稱 福心錠 10 公絲 "生達" 壓速利錠 1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Forsine 10mg Fonosil 10mg 

健保代碼 AC46199100 AC4700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19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00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osinopril 10mg Fosinopril 10mg 

適應症 高血壓、心衰竭。 高血壓、心衰竭。 

副作用 
持續乾咳、頭暈、皮膚癢或紅疹、發

燒、腹瀉、味覺喪失 

持續乾咳、頭暈、皮膚癢或紅疹、發燒、

腹瀉、味覺喪失 

其他用藥指示 

1.併服制酸劑，請於服藥前 1 小時或

後 2 小時 2.懷孕或準備懷孕請告知

醫師 

1.併服制酸劑，請於服藥前 1 小時或後 2

小時 2.懷孕或準備懷孕請告知醫師 

劑型 膜衣錠 錠劑 

標記 錠劑,菱形,白色,PM003 錠劑,菱形,白色,STD/275 

藥商名稱 萬菱藥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0.09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2%】 新藥  【I2%X】 

藥品中文名稱 利都卡因注射液２％  鹽酸利度卡因注射液２％  

藥品英文名稱 2% Lidocaine  20ml 2% Lidocaine HCL 20ml 

健保代碼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647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486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idocaine  20ml 2% Lidocaine hcl 20mg 

適應症 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 

副作用 眩暈、視覺模糊 眩暈、視覺模糊 

其他用藥指示 不可靜脈注射 不可靜脈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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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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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0.15 

換藥原因 停產更換(公告 102045) 

新舊說明  舊藥  【OIPE】 新藥  【OPEN】 

藥品中文名稱 怡腦坦持續性膜衣錠 400 公絲 循妥斯持續性錠 4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Ipentol (Trental)400mg Pentop S.R 400MG. TAB. 

健保代碼 A039858100 A04153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85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153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entoxifylline 400mg Pentoxifylline 400mg 

適應症 末梢血管循環障礙 末稍血管循環障礙 

副作用 頭暈，頭痛，噁心或嘔吐 頭暈，頭痛，噁心或嘔吐 

其他用藥指示 
1.整粒吞服，勿嚼碎。2.服藥後，請

小心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1.整粒吞服，勿嚼碎。2.服藥後，請小心開

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劑型 持續性膜衣錠 持續性藥效錠 

標記 粉紅色橢圓形膜衣錠  白色橢圓形膜衣錠  

藥商名稱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0.18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SAL】 新藥  【ZSUP】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善得明眼藥水 沙龍眼藥水 

藥品英文名稱 Salute oph solu' 5ml Super Saloon eye lotion 5ml 

健保代碼 A046899421 N007755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899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775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ulfamethoxazole SOD 20mg/ml, 

tetrahydrozoline0.025mg/ml 
Surfasisomezole 20mg/ml, 

tetrahydrozoline0.025mg/ml 

適應症 
眼睛充血(紅目)、結膜炎、角膜

疾患、眼瞼炎、淚囊炎。  

眼晴充血（紅目）、結膜炎、角膜疾患、

眼臉炎、淚囊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綠色瓶蓋，5ml 瓶裝 白色瓶蓋，5ml 瓶裝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五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0.16 

換藥原因 比價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UR2】 新藥  【IURI】 

藥品中文名稱 
"韓國綠十字"血栓溶素注射劑 250,000

國際單位 

"藥之鄉"佑藥克栓 注射劑 250,000 國

際單位 

藥品英文名稱 Urokinase- KGCC  250,000IU Urokinase  250,000 I.U. 

健保代碼 B021379265 A04622626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37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22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Urokinase 250000 IU Urokinase 250000 IU 

適應症 
急性肺栓塞、急性冠狀動脈栓塞、清潔靜

脈導管 

急性肺栓塞、急性冠狀動脈栓塞、清潔

靜脈導管。 

副作用 出血、過敏 出血、過敏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凍晶注射劑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綠十字股份有限公司 藥之鄉國際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0.29 

換藥原因 停止供貨換回綠洲 

新舊說明  舊藥  【ZGEO5】 新藥  【ZGEO】 

藥品中文名

稱 
"景德" 漸得明眼藥膏 抗耐黴素眼藥膏 

藥品英文名

稱 
Gendermin Oph Oint 0.3% 5gm Gentamicin oph Oint 3.5g 

健保代碼 A047124421 A01183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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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成分及含

量 
Gentamicin sulfate 3mg/gm Gentamicin sulfate 3mg/gm 

適應症 
結膜炎、眼瞼緣炎、角膜炎、淚囊

炎、麥粒腫、虹彩毛樣體炎。 

眼瞼緣炎、結膜炎、角膜炎、虹彩毛樣

體炎、麥粒腫、淚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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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0.25 

換藥原因 停產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DAC】 新藥  【ODIC】 

藥品中文名稱 達可西林膠囊 250 公絲 德可信膠囊 

藥品英文名稱 Dacocilin 250mg Diclocin 250mg 

健保代碼 AC08510100   A02121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851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121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icloxacillin sodium 250mg Dicloxacillin sodium 250mg 

適應症 

革蘭氏陽性菌所引起的感染症、呼

吸器官感染、泌尿生殖器感染、皮

膚與軟組織感染、化膿性鏈球菌感

染及葡萄球菌、鏈球菌或淋菌所引

起之混合感染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

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

染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鮮黃/白色、長圓柱形、CCP/B20 鮮紫藍/淡黃、長圓柱形、 KDM-DC,250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工廠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0.30 

換藥原因 變更廠商藥名及健保碼 

新舊說明  舊藥  【ONI3】 新藥  【ONID】 

藥品中文名稱 冠脈循持續性膜衣錠 30 公絲 恆脈循持續性膜衣錠 3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Nifecardia S.R.F.C 30mg Nifedipine S.R.F.C 30mg 

健保代碼 AC45177100 AC5721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17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21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ifedipine 30mg  Nifedipine 30mg 

適應症 狹心症、高血壓。 狹心症、高血壓。 

副作用 

發生率>1%但<10%: 

全身性：無力。 

心血管系統：血管擴張、心悸。 

消化系統：便秘。 

代謝及營養障礙：水腫、末稍水腫。 

神經系統：暈眩、頭痛。 

頭痛、 暖熱感、暈眩、血管擴張、潮

紅、便秘、末稍水腫 

其他用藥指示 

1.不可與葡萄柚汁併服。 

2.必須整顆吞服不可咀嚼。 

3.糞便中可能出現不含藥物的蠟基,此為

正常的現象。 

1.不可與葡萄柚汁併服。 

2.必須整顆吞服不可咀嚼。 

3.糞便中可能出現不含藥物的蠟基,此為正常

的現象。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圓形,粉紅色 圓形,粉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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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