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28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CL2】 新藥   【OSEQ】 

藥品中文名稱 可致律錠 25 公絲 思樂康膜衣錠 1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Clozaril 25mg Seroquel 100mg 

健保代碼 B018541100 B02254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541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54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lozapine 25mg Quetiapine  100mg 

適應症 

其他藥物治療失效的精神分

裂症病患。降低精神分裂症或

情感性分裂症的復發性自殺

行為。帕金森氏症期間的精神

疾病。  

精神分裂症，雙極性疾患之躁症發作。 

副作用 錐體症狀、心博過速、姿勢性

低血壓、焦躁 
嗜睡、頭暈、口乾、無力、便秘、心博過速、

姿勢性低血壓、消化不良。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膜衣錠 

標記 淡黃色、圓扁形、SANDOZ、L/O 黃色、圓凸形、seroquel、100 

藥商名稱 臺灣諾華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阿斯特捷利康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20 
換藥原因 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EEAR】 

藥品中文名稱  耳復欣點耳液 

藥品英文名稱  Earflo Otic Solution 15mg/5ml 

健保代碼  A047116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11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Ofloxacin 15mg/5ml 

適應症  
成人及小兒外耳炎，成人及青少年鼓膜

穿孔之慢性中耳炎、裝有鼓膜造口管的

小兒急性中耳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點耳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20 
換藥原因 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ANX】 

藥品中文名稱  敏喘克膜衣錠 10 毫 

藥品英文名稱  Anxokast F.C 10mg 

健保代碼  A04781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81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Montelukast 10mg 

適應症  

適用於預防與長期治療成人及小兒的

氣喘，包含預防日間及夜間氣喘症狀

及防止運動引起的支氣管收縮、緩解

成人及小兒的日間及夜間季節性過敏

性鼻炎症狀 

副作用  
噁心、腹痛、腹瀉、頭痛、嗜伊紅血

球增多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四方行錠、淡橘色 

藥商名稱  瑩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20 
換藥原因 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ANB】 

藥品中文名稱  必百欣膜衣錠３７５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nbicyn 375mg 

健保代碼  A04395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95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moxycillin 250mg、Clavulante 125mg

適應症  
葡萄球菌、鍊球菌、肺炎雙球菌、腦

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感受性細菌所引起

之感染症。  

副作用  
輕微腹瀉、胃痛、腹脹 、寒顫、鼻出

血、異常的疲倦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白色橢圓形錠、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工廠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20 
換藥原因 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AMT】 

藥品中文名稱  諾壓錠 

藥品英文名稱  Amtrel 5/10mg 

健保代碼  A04674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74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mlodipine 5mg、Benazepril hcl 10mg 

適應症  高血壓。  

副作用  
有些人可能會血管性水腫、熱潮紅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標記  白色圓形錠、有切痕 

藥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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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2.20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PAT】 新藥   【ILIO】 

藥品中文名稱 派痛注射液 20 公絲／公撮 力克痛注射液 20 公絲／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Paton 20mg Licopam 20mg 

健保代碼 A026275209 A026686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627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668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Nefopam 20mg/ml Nefopam 20mg/ml 

適應症 鎮痛 鎮痛 

副作用 
噁心、頭暈、倦睡、口乾、盜汗、

神經過敏、失眠、嘔吐 
噁心、頭暈、倦睡、口乾、盜汗、神經

過敏、失眠、嘔吐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安瓿 安瓿 

藥商名稱 
臺灣派頓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

司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20 
換藥原因 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KLR】 

藥品中文名稱  克羅利黴素膜衣錠 5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Klarith F.C 500mg 

健保代碼  A04663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63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larithromycin 500mg 

適應症  

上、下呼吸道有感受性細菌所引起之

感染症。可與 OMEPRAZOLE 併用治療與

幽門螺旋桿菌(H.PYLORI)有關之十二

指腸潰瘍。 

副作用  
噁心、腹痛、腹瀉、頭痛、嗜伊紅血

球增多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橢圓形,黃色、PBF、436 

藥商名稱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16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CA1】 新藥   【OAPO】 

藥品中文名稱 刻甫定錠 12.5 公絲 安保康錠 12.5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Capoten 12.5mg Apo-capto 12.5mg 

健保代碼 B021373100 B01963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373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9631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aptopril 12.5 mg Captopril 12.5 mg 

適應症 
高血壓、心臟衰竭、心肌梗塞後左

心室功能不全、第一型糖尿病腎

變。 

嚴重度高血壓、腎血管性高血壓、以

及對傳統治療之高血壓無理想效果或

發生不良副作用之病人。  

副作用 頭痛、頭暈或昏眩、頑固性乾咳 頭痛、頭暈或昏眩、頑固性乾咳 

其他用藥指示 無醫師指示不可隨意停藥 無醫師指示不可隨意停藥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圓形,白色,有切痕 橢圓形,白色、APO、12.5 

藥商名稱 臺灣必治妥施貴寶股份有限公司 鴻汶醫藥實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02 
換藥原因 藥委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IIT2】 

藥品中文名稱  應治凝注射液 20mg 

藥品英文名稱  Intergrilin 20mg/10ml 

健保代碼  B0234592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5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Eptifibatide 20mg/10ml 

適應症  

預防不穩定心絞痛及非 Q波心肌梗塞病

人的惡化。經皮腔間冠壯動脈血管擴張

術的輔助治療，已預防突發性動脈血管

閉塞及相關的急性缺血併發症。  

副作用  過敏反應、皮疹、注射部位的病症 

其他用藥指示  Iv Bolus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先靈葆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02 
換藥原因 藥委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IIT7】 

藥品中文名稱  應治凝注射液 75mg/100ml 

藥品英文名稱  Intergrilin 75mg/100ml 

健保代碼  B02346825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6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Eptifibatide 75mg/100ml 

適應症  

預防不穩定性心絞痛及非 Q 波心肌梗

塞病人的惡化。經皮腔間冠狀動脈血管

擴張術的輔助治療，以預防突發性動脈

血管閉塞及相關的急性缺血併發症。 

副作用  過敏反應、皮疹、注射部位的病症 

其他用藥指示  Iv infusion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先靈葆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12 
換藥原因 藥委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TAK】 

藥品中文名稱  泰克胃通口溶錠 

藥品英文名稱  Takepron OD 30mg 

健保代碼  B02427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27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Lansoprazole 30mg 

適應症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胃食道逆流性疾病

-糜爛性逆流性食道炎之治療，胃食道逆流

性疾病之症狀治療。Zollom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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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因 NSAID 類藥物引起之胃潰瘍。 

副作用  
發疹、瘙癢、便秘、下痢、口渴、腹脹、頭

痛、嗜睡 

其他用藥指示  
用些許水或唾液吞服。 
本藥品不適合用於正在哺乳中的婦女 

劑型  口溶錠 

標記  白色帶橙色斑點圓形錠 

藥商名稱  臺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12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NAA】 新藥   【ENAO】 

藥品中文名稱 拿塞可得鼻用噴液劑 內舒拿水溶性鼻噴劑 

藥品英文名稱 
Nasacort Nasal Spray 
6.6mg/120dose 

Nasonex aqueou N.S 50mcg/dose 

60dose/bot 

健保代碼 B0228204E5 B022924424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20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924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55mcg/dose;120dose/bot 
Mometasone Furoate 50mcg/dose 

適應症 成人之季節性及經年性過敏性

鼻炎。 

成人、青少年及三歲以上兒童之季節性

或常年性過敏性鼻炎。亦用於治療 18 歲

及以上成年人輕度至中度鼻息肉之相關

症狀。 

副作用  
開始使用時，有病例報告會有打噴嚏的

現象，輕微鼻出血現象偶有發生。 

其他用藥指示  孕婦須避免使用 

劑型 鼻用噴液劑 鼻用噴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賽諾菲安萬特股份有限公司 先靈葆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12 
換藥原因 藥委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KEP】 

藥品中文名稱  優閒膜衣錠 5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Keppra  F.C 500mg 

健保代碼  B02388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88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Levetiracetam 500mg 

適應症  

十六歲以上病患之局部癲癇發作(併有或不併

有次發性全身發作)之單獨治療。四歲以上孩童

或成人病患之局部癲癇發作(併有或不併有次

發性全身發作)，十二歲以上青少年與成人病患

之肌抽躍性癲癇發作，以及十六歲以上青少年

與成人患有體質性泛發性癲癇的原發性泛發性

強直陣攣發作之輔助治療。 

副作用  
嗜睡、無力感、噁心、消化不良、腹瀉、厭食、

潮紅、複視 

其他用藥指示  謹慎從事開車或危險工作。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長橢圓形,淡黃色,UCB 500 

藥商名稱  優喜碧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10 
換藥原因 藥委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IBOV】 

藥品中文名稱  骨維壯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Bonviva 3mg/3ml 

健保代碼  B02463021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63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Ibandronic acid 3mg/3ml 

適應症  
用於治療停經後婦女之骨質疏鬆症(BMD 

TSCORE < -2.5 SD)，以減少脊椎骨骨折。 

副作用  
流行性感冒樣症狀、腹痛、皮膚過敏、噁心、

嘔吐、消化不良、頭痛、肌肉關節痛 

其他用藥指示  

1.每三個月注射一針。2.使用後必須補充鈣與維

他命 D。3.如有看牙醫,請告知醫師您有使用

Bonviva。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注射針筒 

藥商名稱  羅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10 
換藥原因 藥委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DOL】 

藥品中文名稱  圖留康膜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Dolcol 250mg 

健保代碼  A02091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091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Pipemidic acid 250mg 

適應症  

白綠膿菌、大腸菌、變形桿菌、克雷白

氏桿菌、枸櫞桿菌、赤痢菌、腸炎弧菌

等所引起之腎盂腎炎、腎盂炎、膀胱炎、

尿道炎、前列腺炎、中耳炎、赤痢腸炎、

副鼻腔炎 

副作用  食慾不振、噁心、嘔吐、眩暈 

其他用藥指示  
抗感染劑。請遵醫囑服完整個療程。避

免過度日曬。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長柱形,白色,P452 

藥商名稱  臺灣綠十字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10 
換藥原因 藥委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LEA】 

藥品中文名稱  "隆柏"立普能膜衣錠 1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exapro 10mg 

健保代碼  B02396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96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Escitalopram 10mg 

適應症  
鬱症之治療及預防復發，恐慌症、社交

焦慮症、泛焦慮症及強迫症之治療。 

副作用  疲勞、陽痿、便秘、噁心、嗜睡、食慾低 

其他用藥指示  
1.不與 MAOIs 併用。2.謹慎從事開車或

危險工作。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白色橢圓形錠,有切痕、E/L 

藥商名稱  禾利行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10 
換藥原因 藥委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EXF】 

藥品中文名稱  易安穩膜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Exforge F.C 5/80mg 

健保代碼  B02482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824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mlodipine 5mg ,Valsartan 80mg 

適應症  成人原發性高血壓(作為第二線用藥)。 

副作用  頭痛、水腫、熱潮紅及噁心。 

其他用藥指示  不可與葡萄柚汁併服。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淡黃色圓形錠、NVR、NV 

藥商名稱  台灣諾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10 
換藥原因 藥委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IINN】 

藥品中文名稱  "理奧" 低肝脂鈉 20kiu/2ml 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Innohep 20kiu/2ml 

健保代碼  B0227902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79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inzaparin sodium 20kiu/2ml 

適應症  

治療深層靜脈栓塞。 

預防一般手術和骨科手術後產生深層靜脈栓

塞。預防體外循環和血液透析時留置靜脈導

管產生血塊。 

副作用  

關於出血的危險性，在建議劑量範圍本品是

最安全的，不會使病人有增加出血的可能性

(出血失調、嚴重的血小板減少症)，或治療

時須特別小心。 

其他用藥指示  

本品與 NS 或 D5W 相容。不能與其他注射溶液

混合。對肝腎功能不全者降低劑量或避免使

用。Innohep 不能以肌肉注射方式投予，因會

造成局部血腫之危險性。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Vial 

藥商名稱  禾利行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2.11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PUT】 新藥   【ESEE】 

藥品中文名稱 可滅喘都保定量粉狀吸入劑 使肺泰 250 優氟吸入劑 

藥品英文名稱 Pulmicort Turbuhaler Seretide 250 Evohaler 120dose 

健保代碼 B021989138 B02348115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98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81 號 

主成分及含量 每 dose 含：Budesonide 200mcg 
每 dose 含：Salmeterol 25mcg,  

Fluticasone propronate 250mcg 

適應症 支氣管氣喘。 

SERETIDE 適用於可逆性呼吸道阻塞疾病(ROAD)

之常規治療，包括適合使用支氣管擴張劑及皮質

類固醇組合療法之患有氣喘的兒童與成人。這可

能包括：正在使用長效乙型作用劑(β-AGONIST)

及吸入型皮質類固醇之有效維持劑量的患者。正

在接受吸入型皮質類固醇療法，而仍有症狀之患

者。接受支氣管擴張劑之常規治療，而需要吸入

型皮質類固醇之患者。SERETIDE 適用於嚴重慢

性阻塞性肺部疾病(FEV1 <50%預期值，

FEV1/FVC<70%)之維持治療，包括慢性支氣管炎

和肺氣腫。 

副作用 疲倦、頭痛、噁心、嘔吐 聲音嘶啞、喉嚨刺激、頭痛、心悸 

其他用藥指示 每次給藥後，以水潄口 勿任意停藥 

劑型 口腔吸入劑 口腔吸入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阿斯特捷利康股份有限公司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