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1.04 

換藥原因 停產而更換(10/24 公告 103055) 

新舊說明  舊藥  【OOME】 新藥  【OOM2】 

藥品中文名稱 護胃康腸溶微粒膠囊 20 公絲 “永甲”悠胃樂腸溶微粒膠囊 2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Omelon E.M. 20mg Omeprotect E.M. 20mg Cap 

健保代碼 AC43445100 A04905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44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05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Omerprazole 20mg Omerprazole 20mg 

適應症 
十二指腸潰瘍、胃潰瘍、逆流性食

道炎、zollinger-ellison症候群。 

十二指腸潰瘍、胃潰瘍、逆流性食道炎、

Zollinger-Ellison 症候群、合併抗生素治療

與幽門螺旋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相關

的消化性潰瘍。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膠囊、粉紅/淺褐色、YSP、OMCp 膠囊、粉紅/淺褐色、Angel、OMCpa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甲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1.05 

換藥原因 缺藥更換(11/05 公告 103057) 

新舊說明  舊藥  【ZGEO】 新藥  【ZOFT】 

藥品中文名稱 抗耐黴素眼藥膏 愛康明眼藥膏 

藥品英文名稱 Gentamicin oph Oint 3.5g 
Oftalmolosa cusi gentamicin 0.3% eye 

oint 5g 

健保代碼 A011838417 B022796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1838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79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entamicin Oint 0.3%  3.5g Gentamicin Oint 0.3%  5g 

適應症 
眼瞼緣炎、結膜炎、角膜炎、虹彩

毛樣體炎、麥粒腫、淚囊炎 

角膜潰瘍、結膜炎、角膜炎、眼瞼炎、

淚囊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請勿碰觸瓶口，每次使用時請關緊瓶蓋。 請勿碰觸瓶口，每次使用時請關緊瓶蓋。 

劑型 點眼膏劑 眼用軟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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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1.05 

換藥原因 腫瘤科申請新藥(11/05 公告 103057)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 OREL】 

藥品中文名稱  瑞復美膠囊 2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Revlimid  25mg/cap 

健保代碼  B02521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21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enalidomide 25mg 

適應症  

Revlimid 與 dexamethasone 合併使用可

治療先前已接受至少一種治療失敗之多

發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患

者。 

副作用  

具血液學毒性(嗜中性球缺少症、血小板

缺乏症)、深部靜脈血栓及肺部血栓,便

秘,腹瀉,抽筋,紅疹 

其他用藥指示  
有致畸性,用藥其間需避孕且不可捐贈 

血液或精液。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膠囊,白色,REV,25 

藥商名稱  賽基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1.10 

換藥原因 廠缺而暫換(10/30 公告 103056)  

新舊說明  舊藥  【ZER】 新藥  【ZER2】 

藥品中文名稱 紅黴素眼藥膏 0.5%〝綠洲〞3.5gm 紅黴素眼藥膏 0.5%〝綠洲〞2gm 

藥品英文名稱 Erythromycin 0.5% oph oint 3.5gm Erythromycin  oph oint 0.5% 2gm 

健保代碼 A035459417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45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45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rythromycin Oint 5mg/g;3.5g/tube Erythromycin 5mg/gm;2gm/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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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ＮＯＣＯＣＣ

Ｓ  ），披衣病毒（Ｃ．ＴＲＡＣ

ＨＯＭＡＴＩ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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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眼膏劑 點眼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1.17 

換藥原因 停產而更換(10/24 公告 103055)10309  

新舊說明  舊藥  【OMEX】 新藥  【OMLE】 

藥品中文名稱 脈序律膠囊 100 毫克 脈律循膠囊 100 公絲〝信東〞 

藥品英文名稱 Mexitil 100mg Meletin 100mg Cap 

健保代碼 A028614100 AC4363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61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63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exiletine HCL 100mg Mexiletine HCL 100mg 

適應症 心室性不整律 心室性不整律 

副作用 
噁心、嘔吐、眩暈、胃部不適、

嗜睡、視力模糊 

噁心、嘔吐、眩暈、胃部不適、嗜睡、

視力模糊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膠囊,暗褐/咖啡色,100mg 膠囊,鮮紅橙/鮮黃橙,100mg,ST-022 

藥商名稱 臺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1.18 

換藥原因 廠缺而暫換(11/18 公告 103058)  

新舊說明  舊藥  【OAU1】 新藥  【OCUR】 

藥品中文名稱 安滅菌膜衣錠１公克 諾快寧 10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Augmentin 1g Curam 1000mg F.C Tab 

健保代碼 B022612100 BB2480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612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80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moxycillin 875mg/Clavulanate125mg Amoxycillin 875mg/Clavulanate125mg    

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

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

菌引起之感染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

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

之感染症。 

副作用 腹瀉、噁心、嘔吐、蕁麻疹、紅疹 腹瀉、噁心、嘔吐、蕁麻疹、紅疹 

其他用藥指示 

1.錠劑需整顆吞服，如有需要可將錠劑分開成兩半以利吞服，但不可咀嚼。 

2.為了將此藥物對腸胃所造成的不適降至最低，應於用餐開始時服用。此藥在用餐開始

時服用可得到最佳吸收效果。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長圓柱形,白色,有刻痕,A、C 長圓柱形,白色,有刻痕 

藥商名稱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3.11.20 

換藥原因 廠缺而暫換(11/18 公告 103058)  

新舊說明  舊藥  【OBEZ】 新藥  【OORT】 

藥品中文名稱 敏治樂膠囊 奧樂敏糖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Benzel CAPSULES "YUNG CHI" Orotomine S.C. 

健保代碼 A010482100 N00021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0482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021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2.5mg ; 

Orotic acid 30mg ; 

Glycyrrhizin 50mg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2.5mg 

Orotic acid 30mg 

Glycyrrhizin 50mg 

適應症 

暫時緩解過敏性鼻炎、枯草熱所引起

之相關症狀（流鼻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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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塞、打噴嚏、

眼睛及喉部搔癢）及過敏所引起之

搔癢、皮膚癢疹。 

副作用 

思睡、倦怠感、口乾、偶有視覺上之

困擾，偶見興奮反應（以幼兒及老年

人較常見）。 

思睡、倦怠感、口乾、偶有視覺上

之困擾，偶見興奮反應（以幼兒及

老年人較常見）。 

其他用藥指示 
服用此藥不得與酒精性飲料合用。 

服用本藥後，勿駕車或操作危險器械。 

服用此藥不得與酒精性飲料合用。 

服用本藥後，勿駕車或操作危險器械。

劑型 膠囊劑 糖衣錠 

標記 長圓柱形、淡紫紅/淺灰黃、YC.、BZC. 圓凸形、黑色 

藥商名稱 永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