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3.01 

換藥原因 外觀變更(透明瓶改阻光瓶)(公告 103005) 

新舊說明  舊包材舊包材舊包材舊包材【ISOB】 新包材新包材新包材新包材【ISOB】 

藥品中文名稱 重曹注射液 重曹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Sod.Bicarbonate 20ml Sod.Bicarbonate 20ml 

健保代碼 NC04582238 NC04582238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4582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458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od.Bicarbonate 1400mg/ 20ml Sod.Bicarbonate 1400mg/ 20ml 

適應症 制酸劑、一般酸中毒性疾患 制酸劑、一般酸中毒性疾患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透明安瓿瓶 棕色阻光安瓿瓶 

藥商名稱 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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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3.13 

換藥原因 李超顧問提第四次藥委通過。(公告 103014)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ARE】 

藥品中文名稱  “生達”好思佳口腔崩散錠 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Arezil ODT 5 mg Tablets 

健保代碼  AC5664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664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onepezil hydrochloride 5mg 

適應症  輕至中度阿茲海默症 

副作用  注意消化系統的不良反應 

其他用藥指示  
雖於口腔崩散,但不經口腔黏膜吸收,請

以唾液或水吞服。 

劑型  口腔崩散錠 

標記  白色圓形錠,STD 及 211 標記 

藥商名稱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3.13 

換藥原因 李超顧問提第四次藥委通過。(公告 103014)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PRD1】 

藥品中文名稱  普栓達膠囊 11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Pradaxa 110mg 

健保代碼  B02545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5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abigatran etexilate 110mg 

適應症  
預防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發生中

風與全身性栓塞。 

副作用  出血、食道炎、腸胃道出血、消化不良 

其他用藥指示  請整粒吞服,未服藥保存於原包裝內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淡藍/乳白膠囊, R110 

藥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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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3.13 

換藥原因 李超顧問提第四次藥委通過。(公告 103014)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REQ】 

藥品中文名稱  力必平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2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Requip PD 2mg Prolonged Release Tablet 

健保代碼  B02511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1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Ropinirole Hydrochlo 2mg 

適應症  治療帕金森氏症。 

副作用  
嗜睡、異動症、噁心、周邊浮腫、便秘、

消化不良、頭昏眼花(眩暈)。 

其他用藥指示  
1.可能思睡,避免從事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2.請整粒吞服,遵醫囑使用。 

劑型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標記  長橢圓形膜衣錠,粉紅色,GS,3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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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3.13 

換藥原因 1030301 健保價=0 而更換。(公告 103015) 

新舊說明  舊藥  【IPAA】 新藥  【IDIH】 

藥品中文名稱 蓓娜卡注射液 鹽酸二苯胺明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Panacal 30mg/ml Diphenhydramine 30mg/ml 

健保代碼 A010784209 A022049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078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204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iphenhydramine HCl 30mg/amp Diphenhydramine HCl 30mg/amp 

適應症 

濕疹、皮膚炎、蕁麻疹、藥物疹、

過敏性鼻炎、枯草熱、血清病、

食物過敏 

皮膚疾患（濕疹、皮膚炎）枯草熱、過

敏性鼻炎、急性鼻炎、血管神經性鼻炎 

副作用 嗜睡,倦怠感,頭痛,口渴 嗜睡,倦怠感,頭痛,口渴,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汎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裕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3.14 

換藥原因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FIN】 

藥品中文名稱  伏霸®注射劑 0.25 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Finibax 250mg 

健保代碼  B02506626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06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oripenem hydrate 250mg 

適應症  

對 Doripenem Hydrate 具感受性之菌種

的複雜性泌尿道感染(包括腎盂腎炎)及

複雜性腹腔內感染 

副作用  頭痛、噁心、腹瀉、發疹及靜脈炎。 

其他用藥指示  

1.對 Carbapenem或 Beta-lactame類抗生素

過敏患者，應主動告知醫師。 

2.使用 Valproic acid 或 Sodium valproate

抗癲癇藥物患者，應主動告知醫師。因併用

會使 Valproic acid 血中濃度降至治療範圍

以下，應更換藥品或追加抗癲癇藥物，以避

免癲癇發作。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3.19 

換藥原因 1030301 健保價=0 更換。(公告 103016) 

新舊說明  舊藥  【OBIU】 新藥  【OBIT】 

藥品中文名稱 次碳酸鉍錠 次碳酸鉍錠 

藥品英文名稱 Bismuth Subcarbonate 324mg Bismuth Subcarbonate 324mg 

健保代碼 N016652100 A003976100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665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397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ismuth Subcarbonate 324mg Bismuth Subcarbonate 324mg 

適應症 胃腸收歛止瀉 胃酸過多、腹瀉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白色圓扁錠劑,有切痕 白色圓扁錠劑,306 

藥商名稱 井田國際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榮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3.20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公告 103013) 

新舊說明  舊藥  【 IAB1】 新藥  【 IKEM1】 

藥品中文名稱 阿樂癌注射液 0.5 公絲/公撮 克莫抗癌注射劑 0.5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Abiplatin 10mg/20ml Kemoplat 10mg/20ml 

健保代碼 B020937238 B0249702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93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97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isplatin 0.5mg/ml 20ml/vial Cisplatin 0.5mg/ml 20ml/vial 

適應症 
轉移性睪丸腫癌、轉移性卯巢腫瘤

及膀胱內轉移型細胞腫瘤 
抗惡性腫瘍劑。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3.20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公告 103013) 

新舊說明  舊藥  【IAB5】 新藥  【IKEM5】 

藥品中文名稱 阿樂癌注射液 0.5 公絲/公撮 克莫抗癌注射劑 0.5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Abiplatin 50mg/100ml  Kemoplat 50mg/100ml 

健保代碼 B020937255 B02497025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93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97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isplatin 0.5mg/ml 100ml/vial Cisplatin 0.5mg/ml 100ml/vial 

適應症 
轉移性睪丸腫癌、轉移性卯巢腫瘤

及膀胱內轉移型細胞腫瘤 
抗惡性腫瘍劑。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腎毒性、骨髓抑制、耳毒性。 噁心、嘔吐、腎毒性、骨髓抑制、耳毒性。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3.20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公告 103017) 

新舊說明  舊藥  【IPRO】 新藥  【IPR25】 

藥品中文名稱 "東洲" 黃體素注射液 黃體素注射液 2.5% 

藥品英文名稱 Progesterone 25mg/ml Progesterone 25mg/ml  

健保代碼 N011557209 A002657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155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265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rogesterone  25mg/ml Progesterone  25mg/ml 

適應症 
機能性月經困難、機能性子宮出

血、習慣性流產、先兆性流產 

子宮出血、子宮發育不全、習慣性流產

及一般女性荷爾蒙缺乏症狀 

副作用 頭暈, 乳房漲痛, 頭痛, 疲倦,腹部不適等。 頭暈, 乳房漲痛, 頭痛, 疲倦,腹部不適等。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東洲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安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3.27 

換藥原因 1030301 健保價=0 更換。(3/27 公告 103018) 

新舊說明  舊藥  【OD-2】 新藥  【ODAE】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丹祈屏錠 2 毫克 "永信" 煩靜錠２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Diazepam 2mg Diazepam 2mg 

健保代碼 A0016461G0 AC30507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164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050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iazepam 2mg Diazepam 2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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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便秘、腹瀉、眩暈、思睡、

頭痛、噁心、嘔吐、疲倦。 

不安、便秘、腹瀉、暈眩、頭昏眼花、

思睡、頭痛、噁心或嘔吐、說話不清、

胃痛及異常疲勞或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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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圓扁形錠劑，SK/202 淡青色圓凸形錠劑,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3.27 

換藥原因 包裝包裝包裝包裝變更變更變更變更，自 G002 起改橘黃字。(3/27 公告 103018) 

新舊說明  舊藥  【EV1】 新藥  【EV1】 

藥品中文名稱 非炎栓劑 12.5 毫克 非炎栓劑 12.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Voren supp 12.5mg Voren supp 12.5mg 

健保代碼 AB28656500 AB286565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65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65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iclofenac sodium 12.5mg Diclofenac sodium 12.5mg 

適應症 緩解發炎及因發炎反應引起之疼痛。 
緩解發炎及因發炎反應引起之疼

痛。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栓劑 栓劑 

標記 白底亮綠色字、亮綠色邊 白底橘色字、橘色圓形環線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