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9.01 

換藥原因 OADE 停產更換 (9/4 公告 103047) 

新舊說明  舊藥  【 OADE】 新藥  【 OKAN】 

藥品中文名稱 益膽膠囊 〝元宙〞安利膽膠囊 

藥品英文名稱 Adesin-C 200mg Kantec Cap 200mg 

健保代碼 B007023100 A05588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0702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588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Hymecromone 200mg Hymecromone 200mg 

適應症 

下列諸症之利膽及鎮痙作用膽

石、膽囊炎、膽道阻礙、膽囊切除

後症侯群 

列諸症之利膽及鎮痙作用：膽石、膽

囊炎、膽道阻礙、膽囊切除後症候群。

副作用  
食慾不振,噁心,嘔吐,腹痛,下痢,便

秘,眩暈,倦怠,搔癢.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膠囊劑,乳黃/褐 (膠囊劑,乳綠/綠) 

藥商名稱 光亨企業有限公司 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9.02 

換藥原因 IANT 停產更換(8/11 公告 103042) 

新舊說明  舊藥  【IANT】 新藥  【IFOL】 

藥品中文名稱 安特轉３公絲／公撮 芙琳亞 注射液 10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Antrex 30mg Folina 10mg/ml 5ml/vial Injection 

健保代碼 B015906229 A0484262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590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42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olinic acid 3mg/ml, 10ml/amp Leucovorin Calciun 10mg/ml, 5ml/vial 

適應症 

1、對抗葉酸拮抗劑(包括

METHOTREXATE 之解毒劑)：葉酸拮抗劑

所引起之藥物不良反應和毒性；高劑

量 METHOTREXATE 治療下，防止

METHOTREXATE 對健康細胞造成毒性作

用。 2、與 5-FLUOROURACIL 併用治療

大腸直腸癌。 

葉酸拮抗劑(如 Methotrexate)過量之解

毒劑。 

副作用  類過敏性反應和蕁麻疹。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美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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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9.05 

換藥原因 OPS7 停產更換(9/4 公告 103047) 

新舊說明  舊藥  【OPS7】 新藥  【OPAO】 

藥品中文名稱 備鎮心糖衣錠 75 公絲 維諾心糖衣錠 75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PerSantin 75mg Parotin S.C. 75mg Tab 

健保代碼 AC285071G0 AC28592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50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59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ipyridamole 75mg Dipyridamole 75mg 

適應症 對於慢性狹心症之治療可能有效 對於慢性狹心症之治療可能有效 

副作用  眩暈,頭昏眼花,頭痛,噁心嘔吐,腹痛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糖衣錠 糖衣錠 

標記 橘紅色圓形糖衣錠  橘紅色圓形糖衣錠  

藥商名稱 臺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9.09 

換藥原因 103 年度第二次藥委會決議進藥(9/4 公告 103047)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GIO】 

藥品中文名稱  妥復克膜衣錠 4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Giotrif Film-Coated Tablets 40 mg 

健保代碼  B02603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603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fatinib Dimaleate 40mg 

適應症  

GIOTRIF 適用於具有 EGFRTK 突變之局部晚

期或轉移性之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之

第一線治療 

副作用  腹瀉、皮疹、口腔炎 

其他用藥指示  
1.不與食物併服,配水整粒吞服。 

2.無法吞服,把藥置約100ml飲水攪拌,崩散

成小顆粒(約 15 分鐘)後餵食。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淺藍色圓凸形,有 T40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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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9.09 

換藥原因 與 ODI1 併用(9/4 公告 103047) 

新舊說明  舊藥  【 ODI1】 新藥  【OVAA】 

藥品中文名稱 得安穩膜衣錠 160 公絲 "永信"樂速降膜衣錠 16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Diovan F.C 160mg Valsardin F.C 160mg/Tab 

健保代碼 B023374100 AC5738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37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38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Valsartan 160mg Valsartan 160mg 

適應症 

治療成人和 6-18 歲的兒童或青少年

高血壓、心衰竭(NYHA 二到四級)、心

肌梗塞後左心室功能異常。 

高血壓、心衰竭(NYHA 二到四級)。心肌

梗塞後左心室功能異常。 

副作用  
眩暈,姿勢性低血壓,腎衰竭與腎功能

不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橘灰色長橢圓形、有切痕、DX/DX、 

NVR 標記。 

橘黃色長橢圓形膜衣錠、有切痕、

YSP198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9.09 

換藥原因 與 IZOM 併用。(9/4 公告 103047) 

新舊說明  舊藥  【IZOM】 新藥  【 IBOL】 

藥品中文名稱 卓骨祂凍晶注射劑 4 公絲 卓固尼靜脈凍晶注射劑 4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Zometa 4mg Bolenic 4 mg Solution for IV Infusion 

健保代碼 B023733219 AC5233921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73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233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Zoledronic Acid 4mg Zoledronic Acid 4mg 

適應症 

與標準癌症治療併用，適用於多發

性骨髓瘤及固體腫瘤併有骨骼轉移

之病人。用於攝護腺癌病人之骨骼

轉移時，應至少接受過一種荷爾蒙

治療而仍持續惡化者。治療惡性腫

瘤之高血鈣併發症(HCM)。 

與標準癌症治療併用，適用於多發性骨髓瘤

及固體腫瘤併有骨骼轉移之病人。用於攝護

腺癌病人之骨骼轉移時，應至少接受過一種

荷爾蒙治療而仍持續惡化者。治療惡性腫瘤

之高血鈣併發症(HCM)。   

副作用  
注射部位紅腫,貧血,頭痛,肌肉酸痛,結

膜炎,下顎骨壞死,腎臟損傷. 

其他用藥指示  每3至4週以至少15分鐘的靜脈輸注方式給藥。

劑型 凍晶注射劑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9.09 

換藥原因 與 OGLV 併用。(9/4 公告 103047) 

新舊說明  舊藥  【OGLV】 新藥  【OLEE】 

藥品中文名稱 基利克膜衣錠 100 公絲 利伏抗膜衣錠 1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Glivec 100mg Leevk 100mg F.C. Tab 

健保代碼 B024027100 AC5791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02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91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Imatinib Mesylate 100mg Imatinib Mesylate 100mg 

適應症 

治療正值急性轉化期(BLAST CRISIS)、加速期或經 ALPHA-干擾素治療無效之慢性期的慢性骨髓性

白血病(CML)患者。治療成年人無法手術切除或轉移的惡性胃腸道基質瘤。用於治療初診斷為慢性

骨髓性白血病(CML)的病人。治療初診斷為費城染色體陽性急性淋巴性白血病（Ph+ ALL)且併用化

療之成年人。做為治療成人復發性或難治性費城染色體陽性急性淋巴性白血病(Ph+ ALL)之單一療

法。治療患有與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PDGER)基因重組相關之骨髓發育不全症候群(MDS)/骨髓

增生性疾病(MPD)之成人患者。治療患有系統性肥大細胞增生症(SM)，限具 FIP1L1-PDGFR 基因變異

且不具有 c-Kit 基因 D816V 突變之成人患者。治療嗜伊紅性白血球增加症候群(HES)與或慢性嗜伊

紅性白血病(CEL)且有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PDGER)基因重組之成人患者。作為成人 KIT(CD 

117)陽性胃腸道基質瘤完全切除（complete gross resection）後之術後輔助治療。治療患有無法

手術切除、復發性或轉移性且有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PDGER)基因重組之隆突性皮膚纖維肉瘤

(DFSP)之成人患者。 

副作用  
貧血,頭痛,噁心,嘔吐,腹瀉,腹痛,肌肉痙攣,

眼框周圍水腫,皮膚炎 

其他用藥指示  
配合一大杯水於餐中服用,無法吞服藥錠可溶

於水服用。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圓形橘色膜衣錠,有切痕 ,S/A,NVR 橘黃色圓形膜衣錠,CCP/221 

藥商名稱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9.09 

換藥原因 IN-G 進價大於健保價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IN-G】 新藥  【IISC5】 

藥品中文名稱 氯化鈉點滴注射液 生理食鹽水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Sodium Chloride 0.9% 500ml 玻璃

瓶(化療用) TIYU 

Isotonic Sodium Chloride Solution 

500ml (玻璃) 

健保代碼 A024516277 NC09997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4516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999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odium Chloride 0.9% 500ml Sodium Chloride  9mg/ml 500ml/bot 

適應症 
手術或其他疾患之水份及電解質的

補給 
水份補給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裕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09.20 

換藥原因 OAMU 停產更換 OKET (8/5 公告 103041) 

新舊說明  舊藥  【OAMU】 新藥  【OKET】 

藥品中文名稱 安命優顆粒 吉多利錠 

藥品英文名稱 Amiyu gra. 2.5g/bag Ketosteril 

健保代碼 A025449114 B01827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544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27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Histidine hcl 216.2mg/2.5mg ; 

L-isoleucine 203.9mg/2.5mg ; 

L-leucine 320.3mg/2.5mg ; 

L-methionine 320.3mg/2.5mg ; 

L-phenylalanine 320.3mg/2.5mg ; 

L-threonine 145.7mg/2.5mg ; 

L-tryptophan 72.9mg/2.5mg ; 

L-valine 233mg/2.5mg ; 

Lysine hcl 291mg/2.5mg 2.5gm/sachet 

isoleucine 67mg ;leucine 101mg ; 

phenylalanine 68mg ;valin 86mg ; 

methionine 59mg ;L-lysine 105mg ; 

L-threonine 53mg ;L-tryptophan 23mg ; 

L-histidine 38mg ;L-tyrosine 30mg ; 

nitrogen total 36mg 

適應症 慢性腎不全時氨基酸之補給 慢性腎不全時氨基酸之補給 

副作用  高血鈣、胃腸不適 

其他用藥指示  

1.本品需餐中服用。 

2.本品使用於 GFR 5-15ml/min, 且蛋白質攝取< 

40g/day 之病患。  

3.含鈣藥品可能引起血清鈣含量病理性的增加。應定

期監測血清鈣含量。  

4 若有服用氫氧化鋁應減量。  

5.注意血清磷酸鹽的減少，勿與易和鈣形成複合物的

藥物同時併用， 以免干擾吸收。 

劑型 內服顆粒劑 膜衣錠 

標記  黃色長橢圓形膜衣錠,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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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9.25 

換藥原因 OTHN 取代 OCEN(8/5 公告 103041) 

新舊說明  舊藥  【OCEN】 新藥  【OTHN】 

藥品中文名稱 扁陀林膜衣錠 100 公絲 "永信" 克栓腸溶糖衣錠 1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Cental F.C 100mg Throne E.S.C 100mg/Tab 

健保代碼 A039547100 AC27011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54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701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entoxifylline 100mg Pentoxifylline 100mg 

適應症 末稍血管循環障礙 末稍血管循環障礙 

副作用 噁心、嘔肚、腹瀉、頭痛、頭暈、皮膚潮紅、心跳加快、胸氣塞或低血壓. 

其他用藥指示 
會延長 prothrombin time，增加出血機會。因此使用 warfarin 的病人要時常監

測 PT。有出血傾向者要定期檢驗血液實驗值(包括血紅素、血比容)。 

劑型 膜衣錠 腸溶糖衣錠 

標記 白色圓形膜衣錠, ,,,,  黃色圓凸形腸溶糖衣錠  

藥商名稱 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