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9.09 
換藥原因 新藥 

新舊說明  舊藥  【】 新藥  【OPOT】  

藥品中文名稱  補骨挺疏 2 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Protos 2g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76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Strontium  2g/pk 

適應症  
停經後婦女骨質疏鬆症之治療，以降低脊椎骨

折與髖骨骨折的風險。 

副作用  
嘔吐、上腹痛、口腔炎、口腔潰瘍、過敏反應

(皮疹)、頭痛、噁心、下痢、皮膚炎 

其他用藥指示 

 1. 每日一次、每次一包、加水至泡成懸液劑

後服用。 

2. 吸收會受食物、牛奶及其他衍生物影響而

降低，所以服藥品兩小時內，避免服用含

鈣食物。 

3. 每日需補充鈣(1500mg)與維他命

D(400IU-800IU)。 

4. 如發生過敏反應，特別是皮膚紅疹，停用

並儘速回診。 

 

劑型  口服顆粒劑 

標記  28 包/盒 

藥商名稱  新加坡商施維雅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9.14 
換藥原因 更換劑量 

新舊說明  舊藥  【OSNG】 新藥   【OAN4】 

藥品中文名稱 欣流 咀嚼錠 5毫克 敏喘克咀嚼錠 4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ingulair chewable tablet 5mg Anxokast chewable tablets 4mg  

健保代碼 B022779100  A04796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77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96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Montelukast sodium 5mg Montelukast sodium 4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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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及夜間過敏性鼻炎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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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allergic rhinitis)。  

副作用 口渴、嗜眠、散瞳、腹痛、過動 口渴、嗜眠、散瞳、腹痛、過動 

其他用藥指示 6-14 歲兒童，每日睡前服用 5mg。 

15 歲以上，每日睡前服用 10mg。 
適合 2-5 歲兒童服用，每日睡前 1錠 

劑型 咀嚼錠 咀嚼錠 

標記 圓形、粉紅色、SINGULAIR、MSD/275 橢圓形,淡紅色，AX/004 

藥商名稱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瑩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9.14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PRT】 新藥  【EPR5】 

藥品中文名稱 普特皮軟膏 0.03% 10gm 普特皮軟膏 0.03% 5gm 

藥品英文名稱 Protopic ointment 0.03% 10gm  Protopic ointment 0.03% 5gm  

健保代碼 B023345329  B0233453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345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345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acrolimus 0.3mg/gm 

適應症 
第二線使用於 2歲以上孩童、青少年及成人因為潛在危險而不宜使用其他

傳統治療、或對其他傳統治療反應不充分、或無法耐受其他傳統治療的中

度至重度異位性皮膚炎患者，作為短期及間歇性長期治療。 

副作用 
依發生頻率的多寡依序包括：震顫、頭痛、感染、感覺異常和  
腎功能異常、其他發生頻率較少者詳見仿單。 

其他用藥指示 
使用Protopic軟膏期間應盡量減少或避免露於天然光或人造光 (曬黑床或

UVA/B 治療)之下 

劑型 軟膏劑 軟膏劑 

標記 綠色環線 橘棕色環線 

藥商名稱 台灣安斯泰來製藥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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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9.14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TN5】 新藥  【IT-5】 

藥品中文名稱 台大五號注射液 500ml 台大五號注射液 400ml 

藥品英文名稱 Taita No.5 500ml Taita No.5 400ml 

健保代碼 A022682277  A02268227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268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268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每 ml 含有 
Sodium chloride  .82 mg/ml 
Potassium acetate  0.59 mg/ml 
Sodium acetate  1.8 mg/ml 
Magnesium chloride h  0.3 mg/ml 
Dextrose anhydrous  100 mg/ml 
Potassium phosphate  1.63 mg/ml 
 

每 ml 含有 
Sodium chloride  0.82 mg/ml 
Potassium acetate  0.59 mg/ml 
Sodium acetate  1.8 mg/ml 
Magnesium chloride h  0.3 mg/ml 
Dextrose anhydrous  100 mg/ml 
Potassium phosphate  1.63 mg/ml 
 

適應症 手術前後及未能進食病人之水份、電

解質、熱能補充、維持液 
手術前後及未能進食病人之水份、電解

質、熱能補充、維持液 

副作用 
急速地大量注入時有腦浮腫、肺水

腫、末梢肢端水腫的現象。 
急速地大量注入時有腦浮腫、肺水腫、

末梢肢端水腫的現象。 

其他用藥指示 
1.末稍或中央靜脈注射 2.藥品為無

色澄明液，若藥液有不澄清、變色、

異物或其它異常現象時，請勿使用。

1.末稍或中央靜脈注射2.藥品為無色澄

明液，若藥液有不澄清、變色、異物或

其它異常現象時，請勿使用。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500ml 塑膠瓶裝 400ml 塑膠瓶裝 

藥商名稱 臺灣大塚製藥股份有公司中壢工廠 臺灣大塚製藥股份有公司中壢工廠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8.09.21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B-C】 新藥  【ICOB】 

藥品中文名稱 美康保注射液 康必補力針 

藥品英文名稱 B-complex 1ml Combeplex 1ml 

健保代碼 N012925209  N003067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2925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306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Vitamin B1 100mg、Vitamin B2 5mg、 

Vitamin B6 5mg、Nicotinamide 50mg 

Sodium pantothenate 5mg 

Benzyl Alcohol 10mg 

Vitamin B1 100mg、Vitamin B2 5mg、 

Vitamin B6 5mg、Nicotinamide 50mg 

Sodium pantothenate 5mg 

 

適應症 腳氣病、熱性傳染病之補助治療、

神經炎 
維他命Ｂ群之缺乏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須貯存於冷暗處。 須貯存於陰涼處。 

劑型 注射劑安瓿 注射劑安瓿 

標記   

藥商名稱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