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1.17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G-T】 新藥   【OMOP】 

藥品中文名稱 胃斯妥 持效膠囊 摩舒胃清膜衣錠 5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Gastro-timelets 30mg Mopride F.C 5mg 

健保代碼 B019538100 A04765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953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65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Metoclopramide hcl 30mg  Mosapride  5mg 

適應症 預防嘔吐，逆流性消化性食道炎，

糖尿病引起之胃腸蠕動異常  
消化器官蠕動機能異常引起之不適症

狀，包括心窩灼熱、噁心、嘔吐。 

副作用 
腹瀉、疲勞、頭痛、眩暈、焦慮與

不安。  
下痢、軟便、口渴、倦怠感、嗜酸球

上升 

其他用藥指示  孕婦、授乳婦禁用。 

劑型 持續性藥效膠囊劑 膜衣錠 

標記 
持續性藥效膠囊,土黃/橘色 

 

白色橢圓形膜衣錠 

藥商名稱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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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1.09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F-A】 新藥   【EOBU】 

藥品中文名稱 輔舒酮＂準納＂乾粉吸入劑 保咳淨舒穩樂  

藥品英文名稱 Flixotide Accuhale 250mcg/dose Obucort Swinghaler  200dose 

健保代碼 B021921135 A04822214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92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22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每 dose 含：fluticasone propionate

250mcg 
每 dose 含：Budesonide 200mcg 

適應症 用於預防性治療成人及兒童

氣喘。 
支氣管氣喘。 

副作用 聲音嘶啞 聲音嘶啞、喉嚨刺激、頭痛 

其他用藥指示 每次給藥後，以水潄口。 每次給藥後，以水潄口。 

劑型 乾粉吸入劑 粉狀吸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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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1.09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STA】 新藥   【OPRS】 

藥品中文名稱 速泰消腸溶錠 優妙化腸溶微粒膠囊 

藥品英文名稱 Stazyme F.C Protease 280mg 

健保代碼 A019353100 A04606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935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06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Biodiastase 2000  8000units、ellulase 

AP3 300units、Lipase AP6  900units、

Prozyme 6  300units        

Pancrelipase  280mg 

適應症 
預防及治療消化機能失常或不

全所引起之疾患、手術後消化能

力減退、腹部膨滿感、鼓腸 

囊腫性纖維化疾病、慢性胰臟炎、

胰臟切除、胃腸鏡道手術及因腫瘤

引發胰管式膽管阻塞等疾病所導致

的胰液分泌不全。  

副作用  噁心、嘔吐、脹氣、絞痛、便秘或下痢。

其他用藥指示  
與食物併服，膠囊內腸溶微粒不可壓

碎或磨粉。 

劑型 膜衣錠 腸溶微粒膠囊劑 

標記 橘紅色圓形錠、STD。 紅/透明膠囊、內有腸溶微粒。 

藥商名稱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1.08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DET】 新藥   【OVES】 

藥品中文名稱 得舒妥膜衣錠２公絲 衛喜康膜衣錠 5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Detrusitol 2mg Vesicare F.C 5mg 

健保代碼 B022783100 B02443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783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43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olterodine l-tartrate 2mg Solifenacin succinat 5mg 

適應症 治療伴有急尿、瀕尿或急迫性尿

失禁症狀的膀胱過動症。 

對於膀胱過動症病人所伴隨之急迫性

性尿失禁、頻尿、尿急等之症狀性治

療。 

副作用 口乾、消化不良、頭痛、思睡 視力模糊、疲倦、失眠 

其他用藥指示  整粒吞服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白色圓凸形錠、DT 淡黃色圓形錠、150 

藥商名稱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安斯泰來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1.08 
換藥原因 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GLO】 

藥品中文名稱  克醣美錠 5/5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Glucomet F.C 5/500mg 

健保代碼  A04673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73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Glyburide 5mg、Metformin Hcl 500mg 

適應症  第二型糖尿病。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瀉、腹痛、失去食慾、金屬味 

其他用藥指示  與食物併服。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黃色橢圓形錠、03、切割痕、友華標示  

藥商名稱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1.08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NER】 新藥   【ONE6】 

藥品中文名稱 鎮頑癲 膠囊 300 公絲 鎮頑癲 膜衣錠 6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Neurontin 300mg Neurontin 600mg 

健保代碼 B022821100 B02367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21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67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Gabapentin  300mg Gabapentin  600mg 

適應症 
治療成人及三歲以上兒童局部癲

癇發作之輔助療法。帶狀庖疹後

神經痛。 

治療成人及三歲以上兒童局部癲癇

發作之輔助療法。帶狀庖疹後神經

痛。 

副作用 發燒、噁心、嘔吐、嗜眠、病毒

感染、運動失調 
發燒、噁心、嘔吐、嗜眠、病毒感

染、運動失調 

其他用藥指示 哺乳期勿使用 哺乳期勿使用 

劑型 膠囊 膜衣錠 

標記 黃色膠囊 白色橢圓形錠、切割痕、HT 

藥商名稱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