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7.08 

換藥原因 103 第 2 次藥委通過(7/8 公告 103035)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URF】 

藥品中文名稱  優列扶膠囊 4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Urief 4mg/cap 

健保代碼  AC5511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511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ilodosin 4mg 

適應症  前列腺肥大症所伴隨的排尿障礙。 

副作用  射精障礙,口渴,下痢,起立時頭暈,頭痛. 

其他用藥指示  

1.剛開始使用時可能引起起立性低血壓， 

故服用初期，駕駛車輛、操作機械或從事

較危險的工作時須小心。 

2.若需進行白內障手術須告知眼科醫師有 

服用本品的情形，因手術中可能發生虹膜

鬆弛症候群(intraoperative floppy iris syndrome) 

3.不建議與其他 α-blocker 併用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白色膠囊,URIEF/4,SYN 

藥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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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7.04 

換藥原因 霍醫師急購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STL】 

藥品中文名稱  喜達諾 TM 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Stelara TM Solution for Injection 

健保代碼  K00092020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92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Ustekinumab 45mg/0.5ml 

適應症  
治療適合接受光療法或全身性治療的中至

重度斑塊性乾癬成人患者(18歲(含)以上)。

副作用  頭痛,疲倦,搔癢,鼻咽炎及上呼吸到感染 

其他用藥指示  
1.請冷藏於 2- 8℃。 

2.出現任何感染症狀或過敏,請立即告知醫師。

劑型  預充填式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7.22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7/22 公告 103037) 

新舊說明  舊藥  【 ICOB】 新藥  【 IB-C】 

藥品中文名稱 康必補力針 美康保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Combeplex 1ml B-complex 1ml 

健保代碼 N003067209 NC12925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3067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292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Vitamin B1 100mg、Vitamin B2 5mg、 

Vitamin B6 5mg、Nicotinamide 50mg 

Sodium pantothenate 5mg 

 

Vitamin B1 100mg、Vitamin B2 5mg、 

Vitamin B6 5mg、Nicotinamide 50mg 

Sodium pantothenate 5mg 

Benzyl Alcohol 10mg 

適應症 維他命Ｂ群之缺乏症 腳氣病、熱性傳染病之補助治療、神經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須貯存於陰涼處。 須貯存於冷暗處。 

劑型 注射劑安瓿 注射劑安瓿 

標記   

藥商名稱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7.23 

換藥原因 103 第 2 次藥委引進 (7/22 公告 103037)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SEV】 

藥品中文名稱  舒脈康膜衣錠 5/2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evikar20/5mg F.C Tab 

健保代碼  B02492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92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Olmesartan medoxomil 20mg, 

Amlodipine 5mg 

適應症  治療高血壓，此複方藥品不適合用於起始治療。 

副作用  水腫、頭暈。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白色圓形膜衣錠,C73 

藥商名稱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7.23 

換藥原因 103 第 2 次藥委引進 (7/22 公告 103037)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SEH】 

藥品中文名稱  舒脈優膜衣錠 20/5/12.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evikar HCT 20/5/12.5mg 

健保代碼  B02549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9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Olmesartan medoxomil 20mg, 

Amlodipine 5mg, 

Hydrochlorothiazide12.5mg 

適應症  

治療高血壓。本品適用於以

Olmesartan、Amlodipine、

Hydrochlorothiazide 其中兩種成分合

併治療，仍無法有效控制血壓的高血壓

病患。 

副作用  

周邊水腫、頭痛、疲倦、鼻咽炎、肌肉

痙攣、噁心、上呼吸道感染、腹瀉、尿

道感染、關節腫大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圓凸形膜衣錠,橘白色,C51 

藥商名稱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7.24 

換藥原因 103 第 1 次藥委引進 (7/23 公告 103038)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GAM】 

藥品中文名稱  高糖優美膜衣錠 50/8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Galvus Met 50/850mg F.C Tab 

健保代碼  B02548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8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Vildagliptin 50mg, 

Metformin HCL 850mg 

適應症  

適用於成年人配合飲食和運動，以改善下

列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已接受

vildagliptin 和 metformin 合併治療

者，或單獨使用 metformin 或

vildagliptin，但血糖控制不佳者。當飲

食及運動加上sulphonylurea及metformin

雙重療法無法提供適當的血糖控制時，本

品可與 sulphonylurea 併用。當飲食及運

動加上穩定劑量的胰島素及 metformin 仍

無法提供適當的血糖控制時，本品亦適合

與胰島素合併使用。 

副作用  低血糖,頭暈,腸胃不適,金屬味。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免酒精攝取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黃色橢圓形膜衣錠,NVR/SEH 

藥商名稱  臺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7.23 

換藥原因 103 第 2 次藥委引進(7/23 公告 103038)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TS1】 

藥品中文名稱  愛斯萬膠囊 2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TS-1 20mg Cap 

健保代碼  B02524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24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egafur 20mg, 

Gimeracil 5.8mg, 

Oteracil Potassium 19.6mg 

適應症  

胃癌術後輔助性化療，用於罹患 TNM STAGE II (排

除 TI)，IIIA 或 IIIB 胃癌且接受過胃癌根除性手

術的成年患者。治療無法切除的晚期胃癌。適用

於治療局部晚期或轉移性胰臟癌病人。 

副作用  

骨髓抑制(白血球血小板減少,貧血),肝功能

異常(猛爆性肝炎),胃腸道異常(噁心嘔吐,口

炎),倦怠,皮疹. 

其他用藥指示  

請依照醫師處方劑量，一天服用 2次，於早餐後及晚餐

後 30 分鐘內服用。通常是連續服用 28 天(4 週)，接著

休息 14 天(2 週)。治療期間必須仔細觀察自己的症狀

及副作用。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白色膠囊劑,TC442 

藥商名稱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7.24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7/24 公告 103039) 

新舊說明  舊藥  【 IET】 新藥  【 IFYT】 

藥品中文名稱 抑特癌注射液 20%公絲/公撮 癌妥滅靜脈注射液 1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Etoposide 100mg/5ml (VP-16) Fytosid 100mg/5ml (VP-16) 

健保代碼 B020881221 B0246382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881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63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toposide Vp-16 100mg/5ml Etoposide Vp-16 100mg/5ml 

適應症 抗癌症 抗癌症。 

副作用 

致吐性：中低度致吐 (有 10-30%的病人會發

生嘔吐)。 

骨髓抑制程度：中度抑制。白血球減少

(60-91%)、血小板減少(22-41%)、貧血(33%)。 

掉髮(8-93%)、皮疹(25%)。 

胃腸方面副作用：噁心及嘔吐(31-43%)、喪

失食慾(10-13%)、腹瀉(1-13%)、口腔黏膜破

損(1-6%)、腹痛(2%)。 

噁心及嘔吐、低血壓、可逆性禿髮。 

其他用藥指示 
快速靜脈滴注 VP-16 會造成暫時性的低

血壓。建議溶液應輸注 30 至 60 分鐘。 

快速靜脈滴注 VP-16 會造成暫時性的低血壓。

建議溶液應輸注 30 至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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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7.24 

換藥原因 變更劑量更改 

新舊說明  舊藥  【 IFO6】 新藥  【 IFO15】 

藥品中文名稱 伏摩素注射液 60mg/10ml  "永信" 伏摩素注射液 150mg/25ml。 

藥品英文名稱 Formoxol 60mg/10ml Formoxol 150mg/25ml Injection 

健保代碼 AC44601229 AC4460124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60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60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aclitaxel 60mg/10ml Formoxol 150mg/25ml 

適應症 

晚期卵巢癌、腋下淋巴轉移之乳癌，作為接續含杜薩魯比辛（DOXORUBICIN）在

內之輔助化學療法、已使用合併療法（除非有禁忌，至少應包括使用

ANTHRACYCLINE 抗癌藥）失敗的轉移乳癌、非小細胞肺癌、愛滋病相關卡波西氏

肉瘤之第二線療法；與 CISPLATIN 併用，作為晚期卵巢癌之第一線療法。與

GEMCITABINE 併用，可使用於曾經使用過 ANTHRACYCLINE 之局部復發且無法手術

切除或轉移性之乳癌病患、與 HERCEPTIN 併用時，用於治療未接受過化學治療之

轉移性且乳癌過度表現 HER-2 之病人。   

副作用 
貧血,嗜中性白血球減少症(與劑量相關)、禿髮、噁心嘔吐胃腸不適、潮

紅皮疹、肌痛、神經病變、低血壓、心率不整 

其他用藥指示 

1.Container:限用塑膠 PP 瓶 

2.應使用不含 PVC 的容器及給藥器組, 並使用孔徑不超過 0.22u 之管線內多微孔性濾膜

給藥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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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