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2.03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GES 】 新藥  【ZGEN5】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漸得明眼藥水 0.3% 5ml 見達眼藥水３公絲/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Gendermin Oph solution 0.3% 5ml Gentamycin Oph solution 5ml 

健保代碼 A047117421 A034070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11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07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entamycin sulfate 3mg/ml;5ml/bot Gentamicin sulfate 15mg/5ml 

適應症 

結膜炎、角膜炎、麥粒腫、瞼結膜炎、

淚囊炎、眼瞼緣炎。 

結合膜炎、眼臉炎、角膜炎、結合性

角膜炎、鞏膜表面炎、淚囊炎、角膜

潰瘍、臉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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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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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2.11 

換藥原因 停廠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MEK】 新藥  【OMEG1】 

藥品中文名稱 美克怡錠〝汎生〞 美雅祥錠 16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Mekei 160mg Megejohn 160mg 

健保代碼 A043470100 AC4818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47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18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egestrol acetate 160mg Megestrol acetate 160mg 

適應症 
再發生或轉移性子宮內膜癌的輔

助療法。 

再發性或轉移性子宮內膜癌的輔助療

法。 

副作用 
體重上升,血栓性栓塞,噁心,嘔

吐,水腫,高血糖,高血壓,禿髮 

體重上升,血栓性栓塞,噁心,嘔吐,水

腫,高血糖,高血壓,禿髮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白色圓形錠劑  淡藍色淡藍色淡藍色淡藍色橢圓形錠劑,有切痕,M/160,SYN 

藥商名稱 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2.20 

換藥原因 廠商藥證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OQUM 】 新藥  【 OFAM 】 

藥品中文名稱 潰滿定膜衣錠２０公絲 法瑪鎮膜衣錠 2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Quimadine F.C  20mg Famotidine F.C. Tablets 20mg 

健保代碼 AC39794100 AC5779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79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79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amotidine 20mg Famotidine 20mg 

適應症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吻合部潰

瘍、上部消化管出血（消化性潰

瘍、急性 Stress 潰瘍、出血性胃

炎而引起的）、逆流性食道炎、

Zollonger-Ellison 症侯群。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吻合部潰瘍、

上部消化管出血(消化性潰瘍、急性

stress 潰瘍、出血性胃炎而引起的)、

逆流性食道炎、Zollinger-Ellison

症候群。 

副作用 

偶有發疹、皮疹、蕁麻疹(紅斑)、

偶有白血球減少、偶有便秘、下

痢、軟便、口渴、噁心、嘔吐等 

偶有發疹、皮疹、蕁麻疹(紅斑)、偶

有白血球減少、偶有便秘、下痢、軟

便、口渴、噁心、嘔吐等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白色圓扁形、CCP、E88 白色圓扁形、CCP、E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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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2.06 

換藥原因 外觀變更外觀變更外觀變更外觀變更 TTY/CV1=>tsh/CV1(公告 102051) 

新舊說明  舊藥  【OAMT】 新藥  【OAMT】 

藥品中文名稱 諾壓錠 諾壓錠 

藥品英文名稱 Amtrel 5/10mg Amtrel 5/10mg 

健保代碼 AC46742100 AC4674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74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74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mlodipine 5mg,Benazepril hcl 

10mg 
Amlodipine 5mg,Benazepril hcl 10mg 

適應症 
治療高血壓，此複方藥品不適合用

於起始治療。 

治療高血壓，此複方藥品不適合用於起

始治療。 

副作用 

咳嗽、水腫、虛弱、失眠、焦躁、

性慾降低、臉熱潮 

紅、口乾、胃腸障礙、低血鉀症、

肌肉痙攣、多尿。 

咳嗽、水腫、虛弱、失眠、焦躁、性慾

降低、臉熱潮 

紅、口乾、胃腸障礙、低血鉀症、肌肉

痙攣、多尿。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圓形,白色 錠劑,圓形,白色 

標記 TTY/CV1 tsh/CV1 

藥商名稱 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2.06 

換藥原因 外觀變更外觀變更外觀變更外觀變更自批號 3A028 原綠色環線=>籃色環線(公告 102051) 

新舊說明  舊藥  【ICOR】 新藥  【ICOR】 

藥品中文名稱 臟得樂注射液 臟得樂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Cordarone 150mg/3ml Cordarone 150mg/3ml 

健保代碼 B014861216 B01486121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4861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486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miodarone  Hcl 150mg/amp Amiodarone  Hcl 150mg/amp 

適應症 

短期使用治療心室纖維顫動、

WOLFF-PARKINSON-WHITE 氏症候

群、上室性及心室性心搏過速、心

房撲動心房纖維顫動。用於對電擊

具抗性的心室纖維顫動相關之心

跳停止時所進行的心肺腹甦術。 

短期使用治療心室纖維顫動、

WOLFF-PARKINSON-WHITE 氏症候群、上

室性及心室性心搏過速、心房撲動心

房纖維顫動。用於對電擊具抗性的心

室纖維顫動相關之心跳停止時所進行

的心肺腹甦術。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AMP 瓶頸雙條雙條雙條雙條綠色綠色綠色綠色環線 AMP 瓶頸雙條雙條雙條雙條籃色籃色籃色籃色環線 

藥商名稱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2.26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K-1】 新藥  【ZAT1】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舒視平點眼液 0.125% "五福" 硫酸阿托品點眼液 0.125% 

藥品英文名稱 Kintropine 0.125% eye drops 10ml 
Atropine sulphate 0.125% 10ml 

"WU-FU" 

健保代碼 A049016429 A046564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01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56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tropine sulphate 

1.25mg/ml;10ml/bot 
Atropine sulphate 1.25mg/ml;10ml/bot 

適應症 散瞳、睫狀肌麻痺。 散朣、睫狀肌麻痺。 

副作用 眼睛會畏光,近距離調節力不足 眼睛會畏光,近距離調節力不足 

其他用藥指示 

1.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 10 分鐘,請先

使用藥水再用藥膏。 

2.小心從事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1.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 10 分鐘,請先使

用藥水再用藥膏。 

2.小心從事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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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2.12.26 

換藥原因 依簽呈處理進 vial 替代 amp,確保用藥安全 

新舊說明  舊藥  【I2%X】 新藥  【I2%L)】 

藥品中文名稱 鹽酸利度卡因注射液 2% "東洲"鹽酸利度卡因注射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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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代碼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486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827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idocaine hcl 20mg/ml;20ml/vial Lidocaine hcl 20mg/ml;20ml/vial 

適應症 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20ml 安瓿( amp,) 20ml 小瓶(v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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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