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1.01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EPOU 】 新藥  【 EPRO】 

藥品中文名稱 "培力" 宜痔平栓劑 保痔寧栓劑 

藥品英文名稱 Posuline  supp Proctosedyl supp 

健保代碼 AC47029500 B0223855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02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38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inchocaine 2.5mg, 

Polycresolsulfonate 100mg 

Cinchocaine 5mg,Hydrocortisone 

5mg,Framycetin 10mg,Aesculin 10mg 

適應症 
痔瘡及肛門直腸裂隙和破裂所引

起之疼痛、出血、搔癢及發炎。 

痔瘡、肛門周圍炎、肛門龜裂。 

副作用 
輕微的局部不適,如癢或燒灼感,

很快消退.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栓劑 栓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培力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1.02  

換藥原因 健保給付=0 更換(公告 103001) 

新舊說明  舊藥  【 ONAK】 新藥  【 OINP】 

藥品中文名稱 壓利得持續性藥效錠 1.5 公絲 "生達" 迅順持續釋放錠 1.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Nakamide 1.5mg Indap S.R. 1.5mg 

健保代碼 AC45955100 AB4737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95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37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Indapamide hemihydrate 1.5mg Indapamide hemihydrate 1.5mg 

適應症 高血壓 高血壓 

副作用 眩暈,頭痛,疲倦 眩暈,頭痛,疲倦 

其他用藥指示 非必要,避免睡前使用。 非必要,避免睡前使用。 

劑型 持續性藥效錠 持續性藥效錠 

標記 圓形,白色,NK,423 圓形,白色,STD188 

藥商名稱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1.03 

換藥原因 變更劑型(公告 102054) 

新舊說明  舊藥  【INM】 新藥  【INMF】 

藥品中文名稱 諾和密斯 30 諾芯管諾芯管諾芯管諾芯管 諾和密斯 30 諾易筆諾易筆諾易筆諾易筆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NovoMix 30 Penfill 300iu/3ml NovoMix 30 FlexPEN 300iu/3ml 

健保代碼 K000768266 K00082026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768 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2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Insulin aspart 30%  

insulin aspart protamine 70% 

Insulin aspart 30%  

insulin aspart protamine 70% 

適應症 糖尿病 糖尿病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未使用請冷藏於 2-8。C、已開封室溫

貯存 4 週。 

未使用請冷藏於 2-8。C、已開封室溫貯存

4 週。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芯管芯管芯管芯管 筆型 

藥商名稱 臺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1.06 

換藥原因 第四次藥委通過,啟用舊碼(公告 103001)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TAZ】 

藥品中文名稱  達梭黴素凍晶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Tazocin 2.25g 

健保代碼  A0396942CX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69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iperacillin 2gm,Tazobactam 

250mg/vial 

適應症 

 Piperacillin 具有感受性、以及對 

Piperacillin 具抗藥性但對 

Piperacillin / Tazobactam 有感受性之

ｂ－lactamase 產生菌株所引起之中至嚴

重程度感染 

副作用  
常見之副作用為胃腸道不適、過敏反應及

頭痛等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1.07 

換藥原因 廠缺更換(公告 103002) 

新舊說明  舊藥  【 OPAX】 新藥  【 ORIV5】 

藥品中文名稱 柏森錠 0.5 公絲 "羅氏" 利福全 0.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Paxam  0.5mg RIVOTRIL 0.5mg 

健保代碼 B022337100 B00307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33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0307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lonazepam 0.5mg Clonazepam 0.5mg 

適應症 癲癇。 癲間 

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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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勞,嗜睡,飢肉無力或行為能力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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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色圓形錠劑,十字切痕,CN 0.5 標

記 

淡橘黃色圓形錠,切痕,ROCHE 0.5 標

記 

藥商名稱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羅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1.09 

換藥原因 第四次藥委通過,啟用舊碼(公告 103002)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NEQ】 

藥品中文名稱  能淤奇朗糖衣錠 1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Neuquinon  10mg 

健保代碼  AC4004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004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Ubidecarenone 10mg 

適應症  心衰竭之輔助療法 

副作用  胃部不適、食慾不振、噁心、下痢、發疹。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糖衣錠 

標記  橘紅色圓形糖衣錠 

藥商名稱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1.09 

換藥原因 第四次藥委通過,(公告 103001)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ANI】 

藥品中文名稱  悠寧 膜衣錠 2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Anxilet Film Coated Tablets 2mg 

健保代碼  AC4946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46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Risperidone 2mg 

適應症 

 精神分裂症之相關症狀，雙極性疾患之躁

症發作。治療失智症病人具嚴重攻擊性，

或精神分裂症類似症狀。 

副作用  失眠、躁動不安、頭痛、焦慮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膜衣錠,長橢圓,橘色,有切痕,YSP,1/5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1.09 

換藥原因 廠商藥證更換(公告 102052) 

新舊說明  舊藥  【 IST 】 新藥  【 ILYA 】 

藥品中文名稱 賜鎮乾粉注射劑 解你疼乾粉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Stin 500mg/Vial Lyacety powder 500mg inj 

健保代碼 AC10871277 AC57374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087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37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cetylsalicylate 500mg/vial Acetylsalicylate 500mg/vial 

適應症 

對不能口服NSAID之成年病人強烈

疼痛之短期治療、成人發燒症狀之

緩解。 

對不能口服 NSAID 之成年病人強烈疼痛

之短期治療、成人發燒症狀之緩解。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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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15 

換藥原因 缺藥暫換(不敷成本) 

新舊說明  舊藥  【ZERO】 新藥  【ZER 】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紅黴素眼藥膏 0.5%  〝綠洲〞紅黴素眼藥膏 0.5% 

藥品英文名稱 
Erythromycin Oint 

17.5mg/3.5gm( 0.5%) 
Erythromycin Oint 3.5g 

健保代碼 A047370417 A03545941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37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45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rythromycin Base 5mg/gm Erythromycin Base 5mg/gm 

適應症 

治療眼部感受菌引起之急慢性

結膜炎、角膜炎、淚囊炎、麥粒

腫、眼瞼緣炎、角膜潰瘍、砂眼。

預防新生兒之淋球菌

(N.GONOCOCCUS)，披衣病毒

(C.TRACHOMATIS)感染。 

治療眼部感受菌引起之急慢性結膜炎、

角膜炎、淚囊炎、麥粒腫、眼瞼緣炎、

角膜潰瘍、砂眼。預防新生兒之淋球菌

（ N.Gonococcs ） ， 披 衣 病 毒

（C.Trachomatis）感染。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眼用軟膏劑 點眼膏劑 

標記 粉紅色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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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17 

換藥原因 李超顧問提第四次藥委通過,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LYR】 

藥品中文名稱  利瑞卡膠囊 7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yrica  75mg 

健保代碼  B02499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99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regabalin 75mg 

適應症  

帶狀泡疹後神經痛。成人局部癲癇的

輔助治療。纖維肌痛

(fibromyalgia)。糖尿病周邊神經病

變引起的神經性疼痛。脊髓損傷所引

起的神經性疼痛。 

副作用  
頭暈、嗜睡、頭痛,腹瀉,嘔吐,女樣男乳,

乳房變大、過敏反應、食慾增加等。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暗紅/白色膠囊。標記：pfizer/PGN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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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09 

換藥原因 霍安平醫師提第四次藥委通過,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ORE】 

藥品中文名稱  恩瑞舒凍晶注射劑 2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Orencia 250mg Lyophilized Powder for IV Infusion 

健保代碼  K00089726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9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batacept 250mg 

適應症 

 1.類風濕性關節炎：Orencia 與 methotrexate 併用，用於治療罹患有

中度至重度活動性類風濕性關節炎且對其他疾病修飾抗風濕病藥

物[包括 methotrexate (MTX)或一種腫瘤壞死因子(TNF)抑制劑]反

應不良或耐受性不佳的成人患者。 2.幼年型慢性關節炎：Orencia

與 methotrexate 併用，用於治療罹患有中度至重度幼年型慢性關節

炎且對其他疾病修飾抗風濕病藥物[包括一種腫瘤壞死因子(TNF)

抑制劑]反應不良或耐受性不佳的 6 歲或 6 歲以上兒童患者。

**Orencia 未於 6 歲以下的兒童進行任何研究。 3.重要用藥限制：

Orencia 不可與其他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RA)的生物製劑同時使

用。 

副作用  頭痛、上呼吸道感染、鼻咽炎、噁心。 

其他用藥指示  

1.請冷藏於 2- 8℃。2.配製藥品請用內附不含矽膠注射筒。

配製時應輕輕旋轉瓶身,使其溶解,避免起泡。3.藥品稀釋後

輸注約 30分, 輸注需注意過敏反應(頭痛,頭暈,咳嗽)。 

劑型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必治妥施貴寶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1.24 

換藥原因 廠缺更換(公告 103004) 

新舊說明  舊藥  【OERI】 新藥  【OFLP】 

藥品中文名稱 癒利舒盼錠 0.25 毫克 "強生" 福安源錠 0.25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Erispan  0.25mg FluPINE 0.25mg 

健保代碼 B009391100 AB4151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0939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151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ludiazepam  0.25mg Fludiazepam  0.25mg 

適應症 焦慮狀態，失眠，肌肉痙攣。 焦慮狀態 、失眠、肌肉痙攣。 

副作用 嗜睡,頭暈目眩,倦怠感 嗜睡,頭暈目眩,倦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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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圓扁形, 017 白色圓扁形, 

藥商名稱 新和興股份有限公司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1.28 

換藥原因 變更劑型(公告 102054) 

新舊說明  舊藥  【INOP】 新藥  【INOPF】 

藥品中文名稱 諾和瑞 諾芯管 諾和瑞 諾易筆 

藥品英文名稱 NovoRapid penfill 300iu/3ml(橘色頭) NovoRAPID FlexPEN 300iu/3ml 

健保代碼 K000729266 K00082326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729 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2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insulinaspart 100iu/ml；3ml/amp insulinaspart 100iu/ml；3ml/amp 

適應症 糖尿病。 糖尿病。 

副作用 
低血糖;水腫及視力不正常;過敏

反應 
低血糖;水腫及視力不正常;過敏反應 

其他用藥指示 
1.請遵醫囑使用。注射後需進食。 

2.未使用請冷藏於 2-8。C、已開封室溫

貯存 4週。 

1.請遵醫囑使用。注射後需進食。 

2.未使用請冷藏於 2-8。C、已開封室溫貯存 4

週。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橘色頭芯管 橘色頭筆型注射劑 

藥商名稱 臺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