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1.01 
換藥原因 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EUBU】 新藥  【ESUA】  

藥品中文名稱 優本乳膏 灼膚星乳膏１％ 

藥品英文名稱 U burn Cream 50gm Sulfasil cream 1% 50g 

健保代碼 A020276348 A02612834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027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612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Sulfadiazine silver 10mg/gm Sulfadiazine silver 10mg/gm 

適應症 局部殺菌劑、預防及治療一般外

傷、燙傷及皮膚之感染。 
治療或預防燒、燙傷引起之感染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1. 對 Sulfonamide 有過敏反應者不宜使用 

2. 用 Sulfonamide 治療,會增加核性黃疸之可能,所以早產兒或一個月

小孩不適用 

3. 用 Sulfonamide 治療,G6PD 缺乏者,可能造成溶血反應,所以慎用 

劑型 軟膏劑 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優良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榮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1.18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VIK】 新藥  【IV-K】 

藥品中文名稱 維他命 K1 注射液 嘉體民"1"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Vitamin K1 10mg Katimin "1" 10mg 

健保代碼 A004865209 N002789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4865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278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Phytonadione 10mg/1ml Phytonadione 10mg/1ml 

適應症 

出血（鼻出血、牙床出血、眼底

出血、喀血、胃腸出血、痔出血、

血尿、子宮出血、腎出血、紫斑

病） 

低凝血酶元血症、新生兒之出血症狀、手

術時之過多出血之預防及治療、維生素Ｋ

吸收之障礙及缺乏維生素Ｋ所引起之諸

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不可急速靜脈注射。2.本劑的殘

留液不得再使用之。3.避免日光

之照射，盡量存放於冷暗場所，

但避免凍結。4.本品在貯存當中

可能發生輕微之混濁，但此種情

形並不影響其效價、安全性及使

用性，請安心使用，亦可在 65

℃左右之水浴中加溫至澄清後

放冷使用 

肌肉注射、緩慢靜脈注射、存放於冷暗

處。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安瓿  安瓿  

藥商名稱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99.01.08 換藥日期 

換藥原因 瑕疵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IAMC】 新藥   【IAN5】 

藥品中文名稱 安比西林注射劑 500 公絲 安比西林注射劑 5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mpicillin 500mg"Y.Y." Ampicillin 500mg"CHI SHENG" 

健保代碼 A016481219 A001437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648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143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mpicillin sodium 500mg Ampicillin sodium 5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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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鏈球菌、葡萄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

炎球菌及其他對青黴素具有感受性細

菌引起之感染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凡青黴素過敏者禁止用。 凡青黴素過敏者禁止用。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99.01.13 換藥日期 

換藥原因 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ISOO】 新藥   【IAU1】 

藥品中文名稱 雙合黴素靜脈注射劑 1.2gm 安滅菌靜脈注射劑 1.2gm 

藥品英文名稱 Soonmelt 1.2gm Augmentin 1.2gm 

健保代碼 A044070297 B01830429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070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304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moxicillin 1gm、Clavulanate 

0.2gm 
Amoxicillin 1gm、Clavulanate 0.2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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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瀉、消化不良、噁心、嘔吐、蕁麻

疹、頭痛、注射部位靜脈炎。 
副作用 腹瀉、消化不良、噁心、嘔吐 

其他用藥指示 對 Penicillin 過敏者避免使用。對 Penicillin 過敏者避免使用。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99.01.19 換藥日期 

換藥原因 停用 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OZOS】 新藥   【OHYZ】 

藥品中文名稱 穩壓膜衣錠 50 毫克 好悅您膜衣錠 100/12.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Zosaa F.C 50mg Hyzaar 100/12.5 mg 

健保代碼 A047911100 B02464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911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643 號 

Losartan potassium 100mg、
hydrochlorothiazide 12.5 mg 

主成分及含量 Losartan potassium 50mg 

適應症 高血壓、治療第 II 型糖尿病腎

病變。 
高血壓。 

可能會有輕微頭痛、疲倦、昏暈、排尿量

或次數的改變。血管水腫、腹瀉、搔癢。
副作用 血管水腫、貧血、肌痛、搔癢症

其他用藥指示 懷孕婦女避免使用。 懷孕婦女避免使用。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白色橢圓膜衣錠,有切痕,117 白色橢圓膜衣錠,745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