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2.01 
換藥原因 新增 

新舊說明  舊藥   新藥  【OTHA】 

藥品中文名稱  賽得膠囊 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Thado 50mg 

健保代碼  A04896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96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halidomide 50mg 

適應症 
 治療新診斷多發性骨髓瘤。使用時須和 prednisolone 及

oral melphalan 併用，或和骨髓移植併用，或和 pamidronate

併用骨髓移植後之治療。 

副作用  

昏睡、困倦、周邊神經病變、頭昏、起立性低血壓、白血球

減少、HIV 病毒量增加等情形。曾有 Thalidomide 引起的過

敏及心跳減慢之報導。  

其他用藥指示 

 1.有致畸性應避免懷孕。孕婦及哺乳婦不可服用。 

2.易引起困倦,嗜睡,謹慎從事開車或危險工作。 

3.酒精會增加嗜睡,所以勿喝酒。 

4.藥品保存在原鋁塑包裝中,服用前才取出。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黃澄/白色膠囊、TH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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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2.03 
換藥原因 換包裝量 

新舊說明  舊藥  【EGET】 新藥   【EGET1】 

藥品中文名稱 紫菌素乳膏１毫克/公克 紫菌素乳膏１毫克/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Gentamycin Cream 5g Gentamycin Cream 15g 

健保代碼 A034124321 A03412433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12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124 號 

主成分及含量 Gentamicin(sulfate) 1mg/gm Gentamicin(sulfate) 1mg/gm 

適應症 
發膿性皮膚病、感染性濕疹、皮膚

炎、灼傷及其他革蘭氏陰性陽性菌

之感染。 

發膿性皮膚病、感染性濕疹、皮膚炎、

灼傷及其他革蘭氏陰性陽性菌之感染。

副作用 使用本藥有紅腫、刺癢的情形發生

時，必需要停止給藥。 

使用本藥有紅腫、刺癢的情形發生時，

必需要停止給藥。 

其他用藥指示 

1.對 Gentamycin 過敏者應避免使

用。2.重覆使用 Gentamycin 後照

射紫外線的病人，可能引起光過敏

現象。3.長期使用可能引起腎障礙

及聽力障礙，因此要避免長期使

用。 

1.對 Gentamycin 過敏者應避免使用。

2.重覆使用 Gentamycin 後照射紫外線

的病人，可能引起光過敏現象。3.長期

使用可能引起腎障礙及聽力障礙，因此

要避免長期使用。 

劑型 乳膏劑 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2.04 
換藥原因 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IGET】 新藥   【IGM】 

藥品中文名稱 全達黴素注射液 僅大黴素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Gentacin 80mg/2ml Gentamycin 80m,g/2ml 

健保代碼 A012521212 A008956212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252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895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Gentamicin(sulfate) 40mg/ml Gentamicin(sulfate) 40mg/ml 

適應症 革蘭氏陽性、陰性菌、立克次氏

體及巨型濾過性病毒感染症 

革蘭氏陽性、陰性菌、立克次氏體及

巨型濾過性病毒感染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肌肉注射，投與期間為 7～10 日，以

不超過 10 日為原則。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

工廠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2.06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MYA】 新藥  【OEPB】 

藥品中文名稱 孟表多 400 公絲 易復癆錠 4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Myambutol 400mg Epbutol 400mg 

健保代碼 N004090100 A019877100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409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987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Ethambutol Hcl 400mg Ethambutol Hcl 400mg 

適應症 肺結核症之初治療、用於再治療應

與異菸鹼醯胼同時使用 
結核病 

副作用 

因視神經炎所致之視力減退，食慾

不振、噁心、嘔吐、胃腸不適，腹

痛。頭痛、頭暈。白血球減少、嗜

中性白血球減少、血小板減少。 

視力減退，食慾不振，腹痛，頭痛、

頭暈。 

其他用藥指示 可能會減低視力與辨色力，因此可

能會影響駕駛與操作機械的能。 

可能會減低視力與辨色力，因此可能

會影響駕駛與操作機械的能。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形,灰色 錠劑,圓扁形,白色,EB,YS 

藥商名稱 臺灣惠氏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2.09 
換藥原因 供貨不穩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LYS】 新藥  【OLYO】 

藥品中文名稱 力多美錠 30 公絲 來縮酵素錠 3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Lisome (Lysozym )30mg Lysozyme 30mg 

健保代碼 A024494100 A02287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449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287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Lysozyme  chloride 30mg Lysozyme  chloride 30mg 

適應症 

慢性副鼻腔炎、呼吸器疾患伴隨之

喀痰喀出困難、小手術（齒科、泌

尿器科領域）時之手術中及手術後

出血 

慢性副鼻腔炎、呼吸器疾患時的喀痰

困難症狀、術中術後的出血 

副作用 
遇有下痢、食慾不振、胃部不快、

噁心、嘔吐、口內炎等症狀。 

偶有下痢、食慾不振、胃部不快感、

噁心、嘔吐及口內炎等現象發生。 

 

其他用藥指示 
1．過敏患者應慎重使用。 

2．遇有發疹、發赤等過敏現象發

生，則請中止服藥。 

1.過敏患者應慎重使用。 

2.遇有發疹、發赤等過敏現象時請即

中止使用。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扁平,白色,標記-HT/137 白色多邊形、切痕、PL、T34 

藥商名稱 豐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培力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2.10 
換藥原因 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ODUL】 新藥  【OBIA】 

藥品中文名稱 "豐田" 泌塞可利爾糖衣錠 "榮民"秘克的腸溶糖衣錠５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Bisacodyl S.C 5mg (Dulcolax ) Bisacodyl E.C.  5mg 

健保代碼 A009369100 A018949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936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894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Bisacodyl 5mg Bisacodyl 5mg 

適應症 暫時緩解便秘。 暫時緩解便祕、診斷及手術前清腸。

副作用 直腸刺激感、直腸炎、腹部不快

感、偶有腹絞痛。 

1.腹痛、腹部絞痛、過敏。 

2.長期使用會造成電解質不平衡與

水份缺乏。 

其他用藥指示 

1.請整粒吞服，勿咬碎。 

2.請勿同時服用 Sodium 

Bicarbonate 等制酸劑，因能溶解

其被覆衣而影響藥效。 

1.若有血便及自發性直腸出血狀，或

服用一週無效後應停藥立即就醫。 

2.腸溶衣錠，應整錠吞服，不得剝

半、嚼碎、壓碎，以避免對胃之刺激。

 

劑型 糖衣錠 腸溶糖衣錠 

標記 圓凸,藍色 黃色,圓凸錠 

藥商名稱 豐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榮民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2.11 
換藥原因 劑量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FO6】 新藥  【IFOM】 

藥品中文名稱 伏摩素注射液 60mg/10ml 伏摩素注射液 102mg/17ml 

藥品英文名稱 Formoxol 60mg/10ml Formoxol 102mg/17ml 

健保代碼 A044601229 A0446012FG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601 號 

主成分及含量 Paclitaxel 60mg/10ml Paclitaxel 102mg/17ml 

適應症 

晚期卵巢癌、腋下淋巴轉移之乳癌，作為接續含杜薩魯比辛

（DOXORUBICIN）在內之輔助化學療法、已使用合併療法（除非有禁忌，

至少應包括使用 ANTHRACYCLINE 抗癌藥）失敗的轉移乳癌、非小細胞肺

癌、愛滋病相關卡波西氏肉瘤之第二線療法；與 CISPLATIN 併用，作為

晚期卵巢癌之第一線療法。與 GEMCITABINE 併用，可使用於曾經使用過

ANTHRACYCLINE 之局部復發且無法手術切除或轉移性之乳癌病患、與

HERCEPTIN 併用時，用於治療未接受過化學治療之轉移性且乳癌過度表現

HER-2 之病人。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將小瓶置於原始包裝紙盒內，於 15-30℃避光保存。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10ml 17ml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2.12 
換藥原因 劑型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DAC】 新藥  EDAO】 

藥品中文名稱 得膚寧乳膏劑 得膚寶軟膏劑 

藥品英文名稱 Daivonex Cream 30g Daivobet Ointment 30g 

健保代碼 B022034343 B023936343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034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93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alcipotriol hydrate 50mcg/g Calcipotriol hydrate 50mcg/g  
Betamethasone diprop 500mcg/g 

適應症 尋常性牛皮癬。 尋常性牛皮癬。 

副作用 暫時性局部刺激，臉部皮膚炎。 搔癢、皮疹、皮膚灼熱感 

其他用藥指示 

1. 本品不建議使用於臉部，因為容

易造成刺激反應。 

2. 使用後，要小心洗手。 

3. 使用本品可能於患部或其周圍皮

膚出現短暫性刺激，若此現象持續發

生，須停藥。 

4. 本品可能造成可逆性血鈣上升，

若超出正常值則應停藥，直到血鈣值

恢復正常。 

5. 儲存：置於室溫(15-25℃)、避免

陽光照射或冷凍。 

1.不可用於臉部，因為容易造成刺激反

應。使用後將手洗淨，以避免塗到臉。

2.每天一次塗抹患部，治療 4週。每

天最大量不超過 15g，每週最大量不

超過 100g，治療面積不可大於體表面

積的 30%。 

劑型 乳膏劑 軟膏劑 

標記 綠色瓶蓋、二條綠線條 紅色瓶蓋、二條紅線條 

藥商名稱 禾利行股份有限公司 禾利行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