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0.04 

換藥原因 ODII 停用而更換。(10/6 公告 103050) 

新舊說明  舊藥  【 ODII】 新藥  【 OHYC】 

藥品中文名稱 致爾尿錠 恆克利片 

藥品英文名稱 Dithiazide 25mg Hychlozide 25mg /Tab 

健保代碼 A0030981G0 NC0014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3098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014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Hydrochlorothiazide 25mg Hydrochlorothiazide 25mg 

適應症 利尿、高血壓 利尿、高血壓 

副作用 高血糖、高尿酸、口乾、噁心、厭食、黃疸。 

其他用藥指示 長期服用高劑量時，可能發生電解質不平衡現象，定期監測電解質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白色圓形錠劑,W 錠劑,圓扁形,白色,有切痕 

藥商名稱 華盛頓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0.09 

換藥原因 EZOA 停止供應而更換(10/9 公告 103051) 

新舊說明  舊藥  【EZOA】 新藥  【ETOY】 

藥品中文名稱 羅膚格外用乳膏劑 妥膚淨軟膏 

藥品英文名稱 Zorac Topical Cream 0.1% 30g Topsym Oint 5gm 

健保代碼 B023854343 A0180883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85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808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azarotene 1mg/g;30g/tub Fluocinonide 0.5gm/gm,5gm/tub 

適應症 乾癬及尋常性痤瘡。 

急性濕疹、慢性濕疹、乳、小兒濕疹、

脂漏性濕疹、貨幣狀濕疹、接觸性皮膚

炎、異位性皮膚炎、尋常性皮膚炎、尋

常性乾癬、圓形脫毛症、尋常性白斑、

掌蹠膿疱症、癢疹類（蕁麻疹樣苔癬、

粟粒疹或小丘疹、固定蕁麻疹） 

副作用 
搔癢、灼燒感/針刺感、紅斑、乾癬惡化、

刺激感，以及皮膚疼痛。 
皮膚起水泡、發癢、灼熱感，若出現化膿性感

染症時，請停止使用。 

其他用藥指示 禁用於可能懷孕或欲懷孕婦女 本劑不可以使用於眼科上。 

劑型 乳膏劑 軟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田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0.09 

換藥原因 自費/103 年度第二次藥委會決議進藥(10/9 公告 103051)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 OXAL】 

藥品中文名稱  截剋瘤膠囊 2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Xalkori 250mg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93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rizotinib 250mg 

適應症  

曾接受一種含鉑化療處分之ALK陽性的晚期

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治療前須經衛生署核准

之檢驗方式測得 ALK 陽性。 

副作用  
覺障礙,疲倦,噁心嘔吐,腹瀉便秘,水

腫,ALT 上升,嗜中性白血球下降.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粉紅色膠囊,有 Pfizer/CRZ250 標記 

藥商名稱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0.10 

換藥原因 OAD5 停產更換 (9/12 公告 103048) 

新舊說明  舊藥  【OAD5】 新藥  【OALT】 

藥品中文名稱 冠達悅軟膠囊５毫克   心福膠囊 1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dalat (Bayer) 5mg Alat 10mg/Cap 

健保代碼 B019856100 AC3280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985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280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ifedipine 5mg Nifedipine 10mg 

適應症 狹心症、高血壓 狹心症、高血壓 

副作用 

昏厥，發燒，呼吸或吞嚥困難，

經常或嚴重胸痛，臉、眼、唇、

舌浮腫或四肢水腫，眼睛或皮膚

變黃，皮膚紅疹 

頭痛、潮紅、暖熱感、眩暈和嘔吐、發

疹、搔癢等過敏現象。有嚴重腎功能障

礙者，BUN 及 Cretinine 會上升。 

其他用藥指示 不與葡萄柚汁併服 不與葡萄柚汁併服 

劑型 軟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明紅橙橢圓凸軟膠囊劑  鮮橙/鮮橙長圓柱形膠囊劑,ALAT 

藥商名稱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0.14 

換藥原因 OSEL 停止生產取代(8/11 公告 103042) 

新舊說明  舊藥  【OSEL】 新藥  【OLEI】 

藥品中文名稱 塞戈羅膠囊 樂息痛膠囊 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eglor 5mg Lesiton 5mg Cap 

健保代碼 B021253100 AC5735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25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35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ihydroergotamine methanesulphonate for 

I release 1.5mg . 

Dihydroergotamine methanesulphonate for 

P release 3.5mg 

Dihydroergotamine methanesulphonate 5mg 

( I release 1.5mg + P release 3.5mg) 

適應症 偏頭痛 偏頭痛。 

副作用  噁心,末稍血管縮收, 感覺異常. 

其他用藥指示 
1.勿空腹服用。2.請配多量水整粒吞

服。 

1.勿空腹服用。2.請配多量水整粒吞服。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膠囊劑,透明/橘色 膠囊劑,透明/橘色,KEC,  

藥商名稱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0.22 

換藥原因 停產更換(10/24 公告 103055)  

新舊說明  舊藥  【 IDEM 】 新藥  【 IDE1】 

藥品中文名稱 "東洲"禮康明注射液４公絲/公撮 "台裕"的剎美剎松注射液 4 公絲/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Decamin 4mg/ml Dexamethasone 4mg/ml 

健保代碼 A004565209 A015279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456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527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examethasone 4mg/1ml/amp Dexamethasone 4mg/1ml/amp 

適應症 

僂麻質性疾患、愛迪生症、急性炎

症性疾患、風濕樣關節炎、皮肌

炎、散布性紅斑性狼瘡、結節性動

脈外層炎過敏性疾患、過敏性及發

炎性眼科疾患、及其他有關之副腎

皮質荷爾蒙之適應症 

僂麻質斯性關節炎、僂麻質斯熱、膠原

熱、過敏性疾病、結締組織炎及關節炎

樣疾病、重症皮膚病、肉芽腫、火傷、

手術時之休克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東洲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裕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0.17 

換藥原因 依採購課簽呈換廠辦理。(10/9 公告 103051)  

新舊說明  舊藥  【 OPOU】 新藥  【 OPRC】 

藥品中文名稱 "汎生"僕樂彼錠５０毫克 普樂治片 

藥品英文名稱 Polupi 50mg Procil 50mg (PTU) 

健保代碼 A043335100 N007870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335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787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ropylthiouracil 50mg Propylthiouracil 50mg 

適應症 甲狀腺機能亢進症 甲狀腺機能亢進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形,白色 錠劑,圓扁形,白色 

藥商名稱 臺灣汎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尼斯可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0.31(OATS1=>OATSM) 

換藥原因 內分泌科申請 OATSM 取代 OATS1 (10/30 公告 103056) 

新舊說明  舊藥  【OATS1】 新藥  【OATSM】 

藥品中文名稱 愛妥糖錠 15 公絲 愛妥蜜 15/850 毫克膜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Actos 15mg ActosMET 15/850mg F.C Tab| 

健保代碼 B023207100 B02483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20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83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ioglitazone Hcl 15mg 
Pioglitazone 15mg, 

Metformin HCL 850mg 

適應症 
第 2 型糖尿病患者（非胰島素依

賴型糖尿病，ＮＩＤＤＭ）。 

適用於配合飲食和運動，以改善下列第二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已在接受

pioglitazone 和 metformin 合併治療

者，或僅使用 metformin 但控制不佳者。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痛,疲倦,食慾降

低,尿液變暗. 

上呼吸道感染，腹瀉，水腫及頭痛,噁心，

尿路感染，鼻竇炎，頭暈，重量增加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膜衣錠 

標記 

圓扁,白色,有一字刻痕 標示圖

樣及 390 字樣,另一面標示有十字

刻痕及 15字樣。 

橢圓凸,白灰色,一面標示 4833M,另一面標

示 15/850。 

藥商名稱 
臺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