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8.07 

換藥原因 廠缺更換(7/8 公告 103035) 

新舊說明  舊藥  【OSAL】 新藥  【OSAZ】 

藥品中文名稱 斯樂腸溶錠 "信東" 撒樂腸溶錠 5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Salazopyrinen 500mg Salazine Enteric Coated 500mg Tablets 

健保代碼 B019749100 A04392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974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92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ulfasalazine 500mg Sulfasalazine 500mg 

適應症 

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

Crohn’s disease、類風濕性關節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Crohn’s 

disease、類風濕性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 

副作用 腸胃不適,頭痛,皮疹 
噁心、食慾不振、體溫上昇、紅斑、癢、

頭痛。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腸溶錠 腸溶錠 

標記 土黃色橢圓形錠，KPh/102 土黃色橢圓形錠，ST/344 

藥商名稱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8.08 

換藥原因 ZSUP 停用而取代(8/5 公告 103041) 

新舊說明  舊藥  【ZSUP】 新藥  【ZSIL】 

藥品中文名稱 沙龍眼藥水 “杏輝”舒明麗眼藥水 

藥品英文名稱 Super Saloon eye lotion 5ml Sinlin Oph Solution 5ml 

健保代碼 N007755421 AC50092421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775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009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urfasisomezole 20mg/ml ; 

tetrahydrozoline 0.025mg/ml ;5ml 
Sulfamethoxazole 20mg/ml ; 

Tetrahydrozoline 0.025mg/ml ;5ml 

適應症 
眼晴充血（紅目）、結膜炎、角

膜疾患、眼臉炎、淚囊炎 

眼睛充血 (紅目)、結膜炎、角膜疾患、

眼瞼炎、淚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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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8.14 

換藥原因 EZO2 缺貨取代(公告 103044) 

新舊說明  舊藥  【EZO2】 新藥  【EDEH】 

藥品中文名稱 熱威樂素乳膏 "生達"疱寧乳膏 5%  

藥品英文名稱 Zovirax Cream 5% 2g Deherp Cream 5% 5gm 

健保代碼 B013476312 AB382883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347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828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cyclovir 50mg/gm Acyclovir 50mg/gm 

適應症 由單純庖疹引起之感染 單純泡疹病毒引起之皮膚感染 

副作用 
塗抹處可能有短暫之灼熱感或刺痛，小部分人曾有紅斑或輕微乾燥、皮膚

剝落之報告。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乳膏劑 乳膏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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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8.11 

換藥原因 103 第 2 次藥委引進(胸內自費新藥品項 )(8/11 公告 103042)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SAM】自費 

藥品中文名稱  伸舒康錠 1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amsca Tab 15mg/tab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29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olvaptan 15mg 

適應症  
SAMSCA 適用於治療心臟衰竭及抗利尿激素

分泌不當症候群（SIADH）引起之低血鈉症。

副作用  噁心,口渴,口乾,多尿或頻尿,高血糖.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標記  錠劑,藍色三角形,OTSUKA/15 

藥商名稱  臺灣大塚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8.21 

換藥原因 OMAL 進價大於健保價取代(8/11 公告 103042) 

新舊說明  舊藥  【OMAL】 新藥  【OCHP】 

藥品中文名稱 "黃氏"麻麗那都錠４毫克 “榮民”治鼻敏錠 4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Malenate 4mg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4mg 

健保代碼 A029937100 A00344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993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344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4mg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4mg 

適應症 

緩解過敏性鼻炎、枯草熱所引起

之相關症狀(流鼻水、打噴嚏、

眼睛及喉部搔癢)及過敏所引起

之搔癢、皮膚癢疹。 

緩解過敏性鼻炎、枯草熱所引起之相關症

狀（流鼻水、打噴嚏、眼睛及喉部搔癢）

及過敏所引起之搔癢、皮膚癢疹。預防或

緩解暈車、暈船、暈機所引起之頭暈、噁

心、嘔吐、頭痛。 

副作用 思睡,倦怠,口乾,發疹,頭暈,便秘,下痢,排尿困難.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白色圓形,有切痕,H  錠劑,白色圓扁形,009 or 600,  

藥商名稱 黃氏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榮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8.22 

換藥原因 含量濃度更換(8/19 公告 103044) 

新舊說明  舊藥  【ZTIM】 新藥  【ZCUS】 

藥品中文名稱 滴目露眼藥水 0.25% 克視壓眼藥水 0.5% 

藥品英文名稱 Timolol  0.25% 5ml/Bot Cusimolol 0.5% Sterile Eye Drops 5ml 

健保代碼 A032136421 B021446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2136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44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imolol maleate 2.5mg/ml;5ml/bot Timolol maleate 5mg/ml;5ml/bot 

適應症 青光眼、降低眼壓 青光眼、高眼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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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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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25 

換藥原因 103 年度第二次藥委會決議進新藥(自費)酸痛貼布(8/25 公告 103045)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EKEF】 

藥品中文名稱  克痛藥膠布 3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Kefentech Plaster 30mg/片 (8 片/包)自費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67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Ketoprofen  30mg/片 

適應症  

變形性關節症、肩關節周圍炎、腱•腱鞘炎、腱周

圍炎、上腕骨關節炎、筋肉痛、外傷後之腫脹•疼

痛等諸症狀的鎮痛、消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1.勿長期使用,如皮膚產生紅疹或發癢時,請停用。

2.自費品項,整包銷售,每包 8 片。 

劑型  藥膠布 

標記   

藥商名稱  裕心企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8.25 

換藥原因 
103 年第二次藥委決議取代 OPRD，採購課簽呈並取代 OPRD1。 

(8/25 公告 103045) 

新舊說明  舊藥【OPRD】or【OPRD1】 新藥  【OELI】 

藥品中文名稱 普栓達膠囊 150 毫克 or 110 毫克 艾必克凝膜衣錠 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Pradaxa 150mg--臨採 or 

Pradaxa 110mg 
Eliquis F.C. 5mg Tab 

健保代碼 B025458100 or B025459100 BC2613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58 號 or 

衛署藥輸字第 025459 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13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abigatran etexilate 150mg or 110mg Apixaban 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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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成人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病患且有以

下至少一項危險因子者預防發生中風與全身

性栓塞。危險因子包括：(1)曾發生腦中風或

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ransient ishemic 

attack)，(2)年齡大於或等於 75 歲，(3)高

血壓，(4)糖尿病，及(5)有症狀之心衰竭 

(NYHA Class ≧II) 

副作用 
常見副作用：出血、食道炎、腸胃道出血、消化不良。  

嚴重副作用：嚴重出血 (3.3%) 、過敏反應。 

其他用藥指示 請整粒吞服,未服藥保存原包裝內  

劑型 膠囊劑 膜衣錠 

標記 膠囊,淡藍/乳白,R150R150R150R150 or R110R110R110R110 膜衣錠,粉紅橢圓形,894/5 

藥商名稱 臺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必治妥施貴寶股份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8.28 

換藥原因 取代 IKAB(8/25 公告 103045) 

新舊說明  舊藥  【IKAB】 新藥  【ISKA】 

藥品中文名稱 克必恩周邊靜脈輸注液 斯莫克必恩周邊靜脈輸注液 

藥品英文名稱 Kabiven PI 1440ml Smofkabiven P.I 1448ml/bag 

健保代碼 B0237092EP B0251502FN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70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5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lucose 11% 885ml , 

Amino acids 11.34% 300ml , 

Intralipid 20% 255ml 

Glucose 13% 788ml , 

Amino acids 3.2%及 electrolytes 456ml , 

lipid 204ml 

適應症 

靜脈營養輸注，適用於無法由口腔

進食或經由腸道獲取足夠營養、或

禁止由口腔及腸道進食之兩歲以上

之幼童病患。 

靜脈營養輸注，適用於無法由口腔進

食或經腸道獲取足夠營養，或禁止由

口腔及腸道進食之成年患者。 

副作用 
體溫上升(<3%),發抖,寒顫,噁心,

嘔吐(<1%).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