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2.03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公告 103007) 

新舊說明  舊藥  【ZR-S】 新藥  【ZSIN】 

藥品中文名稱 眼科用臨得隆液 “麥迪森”信美爽眼藥水 

藥品英文名稱 Rinderon Oph Solu' 5ml 
Sinmesone eye drops  5ml   

"MEDICINE" 

健保代碼 A045914421 NC12342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914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234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etamethasone disodium phosphate 

1mg/ml;5ml/bot 
Dexamethasone phosphate 1mg/ml; 

Neomycin 3.5mg/ml;5ml/bot 

適應症 
眼瞼炎、結膜炎、角膜炎、鞏膜炎、

虹彩炎等之炎症性眼科疾患。 

角膜炎、流行性結膜炎、淚囊炎、紫

外線引起之眼炎、急慢性結膜炎、化

膿性結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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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麥迪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2.03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公告 103009) 

新舊說明  舊藥  【IVII】 新藥  【IVI】 

藥品中文名稱 敏克瘤注射液１公絲/公撮 文克斯汀注射液１公絲/１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Vincristine Sulphate 1mg/ml   Vincristine Sulphate 1mg /1mlDBL  

健保代碼 B022167209 B022047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16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04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Vincristine sulfate 1mg/ml Vincristine sulfate 1mg/ml 

適應症 

可單獨使用或與其他化療藥品一起

併用治療以下疾病： 1. 急性淋巴

球性白血病 2. 惡性淋巴瘤，包括

霍杰金與非霍杰金氏淋巴瘤 3. 小

細胞肺癌 4. 伊汶氏肉瘤、胚胎型

橫紋肌肉瘤、威爾姆氏腫瘤及神經

母細胞瘤 

急性白血病。 

副作用 白血球減少，神經炎疼痛，便祕，脫髮 

其他用藥指示 
藥品應置於攝氏 2~8 度(冷藏，不可冷凍)，避光。 

本藥僅做靜脈注射靜脈注射靜脈注射靜脈注射使用。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赫士睿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2.12 

換藥原因 李超顧問提第四次藥委通過,(公告 103008)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APQ】 

藥品中文名稱  安保思樂錠 2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Apo-Quetiapine Tablets 25mg 

健保代碼  B02546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6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Quetiapine 25mg 

適應症  精神分裂症，雙極性疾患之躁症發作。 

副作用  

嗜睡、頭暈、口乾、輕微無力、便秘、

心搏過速、姿勢性低血壓、消化不良、

體重增加。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桃色圓凸形錠,APO,QUE25 

藥商名稱  鴻汶醫藥實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2.05 

換藥原因 李超顧問提第四次藥委通過,(公告 103008)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KEP】 

藥品中文名稱  優閒濃縮輸注液 100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Keppra 500mg/5ml inj 

健保代碼  B0253162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31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evetiracetam 500mg/5ml 

適應症  

暫時不宜或無法口服抗癲癇藥物治療之下列

癲癇患者：十六歲以上病患之局部癲癇發作

(併有或不併有次發性全身發作)之單獨治

療。四歲以上孩童或成人病患之局部癲癇發

作(併有或不併有次發性全身發作)，十二歲

以上青少年與成人病患之肌抽躍性癲癇發

作，以及十六歲以上青少年與成人患有體質

性泛發性癲癇的原發性泛發性強直陣攣發作

之輔助治療 

副作用  
暈眩,嗜睡,頭痛,postural暈眩,倦怠,無

力感 

其他用藥指示  稀釋於 100mlN/S or 5%G/W，靜脈輸注>15mim 

劑型  注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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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2.20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公告 103009) 

新舊說明  舊藥  【OBIS】 新藥  【OBOM】 

藥品中文名稱 "北進"淨痰錠 普拿咳錠 

藥品英文名稱 Bisolvon 8mg Bromco 8mg tab 

健保代碼 A016508100 A01965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650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965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romhexine HCl  8mg Bromhexine HCl  8mg 

適應症 袪痰 袪痰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白色圓扁、PJ 白色圓扁、RP、BO3 

藥商名稱 北進國際有限公司 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2.26 

換藥原因 漲價不敷成本 

新舊說明  舊藥  【 OORT】 新藥  【 OBEZ】 

藥品中文名稱 奧樂敏糖衣錠 敏治樂膠囊 

藥品英文名稱 Orotomine S.C Benzel  CAPSULES "YUNG CHI" 

健保代碼 N000218100 A010482100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021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048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Orotic acid 30mg、 

Glycyrrhizin 50mg、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2.5mg 

Orotic acid 30mg、 

Glycyrrhizin 50mg、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2.5mg 

適應症 

緩解過敏性鼻炎、枯草熱所引起之

相關症狀（流鼻水、鼻塞、打噴嚏、

眼睛及喉部搔癢）及過敏所引起之

搔癢、皮膚癢疹。 

暫時緩解過敏性鼻炎、枯草熱所引起

之相關症狀（流鼻涕、打噴嚏、眼睛

及喉部搔癢）及過敏所引起之搔癢、

皮膚癢疹。 

副作用 

思睡、倦怠感、口乾、偶有視覺上之

困擾，偶見興奮反應（以幼兒及老年

人較常見）。 

思睡、倦怠感、口乾、偶有視覺上之困擾，

偶見興奮反應（以幼兒及老年人較常

見）。 

其他用藥指示 
服用此藥不得與酒精性飲料合用。 

服用本藥後，勿駕車或操作危險器械。 
服用此藥不得與酒精性飲料合用。 

服用本藥後，勿駕車或操作危險器械 

劑型 糖衣錠 膠囊劑 

標記 圓凸形、黑色 長圓柱形、淡紫紅/淺灰黃、YC. BZC. 

藥商名稱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永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2.28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 (公告 102053) 

新舊說明  舊藥  【 ZK-2】 新藥  【 ZAT2】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0.25%舒視平點眼液 "五福" 硫酸阿托品點眼液 0.25% 

藥品英文名稱 Kintropine 0.25% eye drops 10ml 
Atropine sulphate 0.25% 10ml 

"WU-FU" 

健保代碼 A049186429 A046565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18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56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tropine sulphate 2.5mg/ml; 

10ml/bot 

Atropine sulphate 2.5mg/ml; 

10ml/bot 

適應症 散瞳、睫狀肌麻痺。 散瞳、睫狀肌麻痺。 

副作用 畏光及近距離調力不足 畏光及近距離調力不足 

其他用藥指示 
會畏光及近距離調力不足之現象,

小心從事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會畏光及近距離調力不足之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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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瓶蓋、紫色翼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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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