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4.01 

換藥原因 健保價=0 更換取代 ISY5 

新舊說明  舊藥  【ISY5】 新藥  【IEND5】 

藥品中文名稱 塞克羅邁得注射劑 500 公絲 癌得星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Syklofosfamid 500mg Endoxan 500mg 

健保代碼 B016870277 B021304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6870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30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yclophosphamide 500mg cyclophosphamide 500mg 

適應症 
惡性淋巴腺腫瘤、多發性骨髓瘤、

白血病、固體惡性瘤等症之緩解 

淋巴性白血病、散發性腫瘤、慢性淋巴性

白血病、骨髓性淋巴病、淋巴肉芽腫及各

種網狀組織細胞增多症、防止腫瘤復發。 

副作用 

常見有噁心嘔吐、掉髮,偶有腹部

不適、厭食、黏膜潰瘍,停藥即可

消失。 

白血球減少、血小板減少出血、貧血、出血性

膀胱炎、排尿障礙等、肝障害、黃膽等、低血

鈉症、噁心、嘔吐、食慾不振、便痢、下痢、

皮膚發疹、脫毛皮膚炎、色素沉著、倦怠感、

頭痛、心肌障害、心不全、低血壓、肺浮腫、

甲狀腺亢進、無精子、無月經、高血糖、創傷

治癒延遲。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美強股份有限公司 百特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4.04 

換藥原因 停產更換。(3/3 公告 103013) 

新舊說明  舊藥  【OPN】 新藥  【ONOI】 

藥品中文名稱 普女路通錠５毫克 諾莉娜錠 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Primolut-Nor 5mg Norina 5mg 

健保代碼 B022725100 AC5632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72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632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orethisterone acetate 5mg 
Norethindrone acetate 5mg 

=( Norethisterone acetate 5mg) 

適應症 

須黃體荷爾蒙治療之婦科疾患，機

能不全性子宮出血及其復發之預

防。 

須黃體荷爾蒙治療之婦科疾患，機能

不全性子宮出血及其復發之預防。 

副作用 
子宮/ 陰道出血，包括點狀出血*、月經

量減少*。頭痛、噁心、水腫。 

子宮/ 陰道出血，包括點狀出血*、月經量減

少*。頭痛、噁心、水腫。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白色圓形錠劑,十字切痕,AP 白色圓形錠劑,切痕,5/SYN 

藥商名稱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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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4.08 

換藥原因 停止進口更換(3/24 公告 103016) 

新舊說明  舊藥  【IDOP】 新藥  【IDOP2】 

藥品中文名稱 多補命注射液 40 公絲／公撮 “菲尼斯”多巴胺注射液 200 毫克/5 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Dopmin 200mg/5ml Dopamine HCl-Fresenius 200mg/5ml 

健保代碼 B007508221 B0252272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07508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22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opamine  Hcl 200mg/5ml Dopamine  Hcl 200mg/5ml 

適應症 休克症候群及心臟衰竭 休克症候群及心臟衰竭 

副作用 
噁心、嘔吐、心悸、心跳過速、

稍低血壓、中等程度的呼吸困難。 

噁心嘔吐,心跳加快,心絞痛,心悸,呼吸

困難,頭痛,血管收縮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恆富企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4.17 

換藥原因 1030301 健=0 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PI2】 新藥  【ZISO】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 芸香眼藥水 2% "愛爾康比利時廠"愛舒特開明眼藥水 2％ 

藥品英文名稱 Pilocarpine 2% 15ml Isopto carpine 2% eye drop 15ml/bot 

健保代碼 A032283435 B01648343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2283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648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ilocarpine Hcl 20mg/ml;15ml/bot Pilocarpine Hcl 20mg/ml;15ml/bot 

適應症 降低眼壓 縮瞳劑用於控制慢性青光眼之眼壓 

副作用 
可能有肌肉震顫；噁心、嘔吐或腹瀉；

呼吸困難或喘鳴；流口水；出汗；視覺

不清；眼痛；頭痛。 

除了輕度之睫狀肌痙攣所致之暫時性視力降低

之外，沒有已知之副作用。敏感性則罕見。長

期使用可能導致接觸性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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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商愛爾康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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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4.22 

換藥原因 缺貨更改 

新舊說明  舊藥  【OUFT】 新藥  【OUFU】 

藥品中文名稱 優富多膠囊 友復膠囊 

藥品英文名稱 UFT 100/224mg UFUR  100mg 

健保代碼 B023484100 AC4369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8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69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egafur 100mg  

Uracil 224mg 

Tegafur 100mg  

Uracil 224mg 

適應症 

胃癌、結腸癌、大腸癌、乳癌、與

Cisplatin 併用治療轉移及末期肺

癌、頭頸部癌、用於病理分期 T2

之第一期 B 肺腺癌病人手術後輔助

治療。 

胃癌、大腸(結腸直腸)癌、乳癌、與

Cisplatin 併用治療轉移及末期肺

癌、頭頸部癌、用於病理分期 T2 之第

一期 B 肺腺癌病人手術後輔助治療。 

副作用 

厭食、噁心、嘔吐、腹瀉、白血球減少症、

血小板減少症、貧血、肝臟異常、色素沈

著。 

厭食、噁心、嘔吐、腹瀉、白血球減少症、

血小板減少症、貧血、肝臟異常、色素沈著。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白色膠囊劑、橘紅色 TC434 白色膠囊劑、橘紅色 UFUR 

藥商名稱 臺灣大塚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4.24 

換藥原因 停產更換(4/25 公告 103022) 

新舊說明  舊藥  【ZR-A】 新藥  【ZBEO】 

藥品中文名稱 眼科用臨得隆複合軟膏 倍能邁新眼藥膏 

藥品英文名稱 Rinderon-A 0.1% eye oint   3g Benemycin eye Oint 3.5gm 

健保代碼 A004974416 A01239341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497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239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etamethasone 1mg/g; Fradiomycin 

3.5mg/g; 
Betamethasone sodium phosphate1mg/g; 

neomycin sulfate 3.5mg/g 

適應症 
眼瞼結膜疾患、角膜疾患、鞏膜疾患、

脈絡膜疾患 

眼結膜炎、角膜潰瘍、鞏膜炎、過敏

性炎症、深部角膜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點眼膏劑 點眼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4.24 

換藥原因 腫瘤科申請 (4/25 公告 103022)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ZAL】 【IZALF】 

藥品中文名稱  柔癌捕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Zaltrap 100mg/4ml/vial(f) 

健保代碼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94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flibercept 100mg/4ml 

適應症  

與 5-fluorouracil、leucovorin、

irinotecan-(FOLFIRI)合併使用，治療已使

用含有 oxaliplatin 化學療法無效或惡化

之轉移性大腸直腸癌病患。 

副作用  

常見副作用腹瀉,嗜中性白血球下降,蛋白

尿,高血壓,口腔炎,疲倦,需特別注意出血, 

胃腸道穿孔,傷口癒合不易等症狀. 

其他用藥指示  
須用 N/s or 5%G/w 稀釋為 0.6~8mg/ml 輸注液

(冷藏4hr),經 0.2μm polyethersufone過濾膜

靜脈輸注給藥>1hr.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4.25 

換藥原因 腫瘤科申請(4/25 公告 103022)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VID】 

藥品中文名稱  委丹扎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Vidaza 100mg 

健保代碼  B02515425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5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zacitidine 100mg 

適應症  

治療骨髓增生不良症候群高危險性的病患

High Risk MDS：頑固性貧血併有過量芽細

胞 (RA with excess blasts, RAEB)、轉變

中的頑固性貧血併有過量芽細胞 (RAEB in 

transformation, RAEB-T)、及慢性骨髓單

核細胞性白血病 (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emia, CMMoL) 

副作用  

最常見為骨髓抑制(包括嗜中性白血球減少

症、血小板減少症及白血球減少症等，此副

作用是暫時性，通常可在下次投藥週期前即

可恢復)，噁心、嘔吐。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賽基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