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6.24  

換藥原因 103 第 1 次藥委通過(6/24 公告 103032)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ZOS】 

藥品中文名稱  伏帶疹 活性帶狀疱疹疫苗 

藥品英文名稱  Zostavax 0.65ml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7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Zostervirus vaccine live 19400pfu/0.65ml 

適應症  預防 50~79 歲之成人帶狀疱疹。 

副作用  
頭痛,皮疹,四肢疼痛,噁心,腫脹,搔癢,溫

熱感。 

其他用藥指示  
1.凍晶乾粉注射劑需冷藏儲存。 

2.疫苗需稀釋泡製後,30 分內完成皮下注射。 

劑型  凍晶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美商默沙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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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6.24 

換藥原因 配合媽媽手冊而增設自費白喉,破傷風,百日咳三合一追加疫苗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BOO】 

藥品中文名稱  補施追疫苗 

藥品英文名稱  
Boostrix 0.5ml 白喉,破傷風,百日咳三合一

疫苗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75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iphtheria toxoid 2IU,Tetanus toxoid 20IU, 

Pertussis toxoid(PT) 8mcg, Pertactine (PRN)2.5mcg 

Filamentous Haemagglutinin(FHA) 8mcg, 

適應症  
BOOSTRIX適用於四歲以上者之追加疫苗

接種，以預防白喉、破傷風及百日咳。 

副作用  
注射部位疼痛紅腫,疲勞,嗜睡,頭痛頭

暈,噁心嘔吐,厭食. 

其他用藥指示  
1.注射劑需冷藏儲存。 

2.肌肉深部注射,接種前請充分振搖。 

劑型  懸浮注射劑 

標記  單劑量 0.5ML 預充式注射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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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6.24 

換藥原因 OVEE 停產更換(6/24 公告 103032) 

新舊說明  舊藥  【OVEE】 新藥  【OCIT】 

藥品中文名稱 維爾寧持續性膠囊 120 公絲 依心樂徐放膜衣錠 24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Verelan SR120mg Cintsu  240mg S.R.F.C Tablets 

健保代碼 A048129100 AC3722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12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722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Verapamil 120mg Verapamil HCL 240mg 

適應症 高血壓。 高血壓。 

副作用  

便秘 6.3﹪，噁心 1.6﹪2. 高血壓 2.9﹪，周

邊水腫 1.7﹪，房室阻斷(第 3 級)8﹪，心跳

緩慢(HeartRate)1.1﹪，充血性心臟衰竭與

肺水腫 0.9﹪、眩暈、搖晃感等低血壓症狀。

其他用藥指示  要定期監視肝臟酵素。 

劑型 持續性藥效膠囊劑 持續性藥效錠 

標記 深紅色長橢圓膠囊，120/120 白色長橢圓形錠，有分割線，SR/240 

藥商名稱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幼獅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6.24 

換藥原因 103 藥委通過鎖專科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FEB】 

藥品中文名稱  福避痛膜衣錠 8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Feburic 80 mg F.C Tablets 

健保代碼  B02542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2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ebuxostat 80mg 

適應症  
治療慢性痛風患者的高尿酸血症。不建議

用於無症狀的高尿酸血症者。 

副作用  
常見有噁心、嘔吐、腹瀉、腹痛、少數有

肝功能指數異常、頭痛、關節痛 

其他用藥指示  建議監測肝功能指數及心血管疾病徵象.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淺黃色橢圓形錠，有切痕,80 

藥商名稱  台灣安斯泰來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6.24 

換藥原因 因景德 pics 未通過,缺藥更換(6/24 公告 10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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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6.25 

換藥原因 停止供應更換(5/19 公告 103026) 

新舊說明  舊藥  【OBAM】 新藥  【OLUN】 

藥品中文名稱 幫肺克錠 10 公絲 肺喘克錠 1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Bambec 10mg Lungtec 10mg 

健保代碼 B020058100 A04517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05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17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ambuterol Hcl 10mg Bambuterol Hcl 10mg 

適應症 支氣管氣喘。 支氣管氣喘。 

副作用 顫抖,頭痛,噁心,心悸 顫抖,頭痛,噁心,心悸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長橢圓形,白色,有切痕, A,Bm 長橢圓形,白色,有切痕,SY/Bm 

藥商名稱 臺灣阿斯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