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4.01 
換藥原因 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OLYX】   新藥  【ONAD】 

藥品中文名稱 克利淨錠４０公絲 納迪斯錠 

藥品英文名稱 Lysix 40mg Nadis 40mg 

健保代碼 A030697100 A002368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069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236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Furosemide 40mg Furosemide 40mg 

適應症 利尿、高血壓  利尿、高血壓  

副作用 
代謝異常、噁心、下痢、口渴、紅疹、光敏感性、頭暈、倦怠感、起立

性低血壓。 

其他用藥指示 利尿,降壓劑。非必要,避免睡前使用。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長橢圓形,黃色,有切痕,

標記-TF、LX 

錠劑,圓形,白色,雙面有切痕,標記

-YS、N40 

藥商名稱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4.01 
換藥原因 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IVA5】 新藥   【IL-V】 

藥品中文名稱 泛可黴素靜脈注射劑 500 公絲 利凡凍晶靜脈注射劑 5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Vancomycin 500mg Lyo-Vancin 500mg 

健保代碼 B017742277 A047658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774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65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Vancomycin  500mg Vancomycin  500mg 

適應症 葡萄球菌感染所致之心內膜炎、骨髓炎、肺炎、敗血病、軟組織感染、腸

炎、梭狀桿菌感染所致之假膜性結腸炎。  

副作用 過敏、眩暈、頭昏、血球數異常、腎功能異常、注射部位疼痛、靜脈炎 

其他用藥指示 輸注時間需大於 60 分鐘 

劑型 注射劑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新加坡商赫士睿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4.06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OFC】 新藥   【OSIF】 

藥品中文名稱 歐信膜衣錠 400 公絲 欣福膜衣錠 2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Ofcin F.C 400mg Sinflo 200mg 

健保代碼 A039523100 A03821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52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821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Ofloxacin  400mg Ofloxacin  200mg 

適應症 
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呼吸道感染症、耳鼻喉科感染症、泌尿道感染症、

子宮內感染、子宮頸管炎、子宮附屬器炎、細菌性赤痢、腸炎、巴多林

氏腺炎、輕度及中度皮膚軟組織表淺性感染  

副作用 

噁心、頭痛、失眠、眩暈、下痢、嘔吐、胃腸不適、女外生殖器搔癢、

陰道炎、陰道分泌物異常、疲勞、嗜眠、皮膚疹、味覺不良、口乾、睡

眠失調、視覺異常、食慾減退、神經質、搔癢感、發熱、胸痛及軀體疼

痛等。 

其他用藥指示 
服用本藥期間，患者應注意以下事項： 

(1)避免過度於日光下曝曬。 

(2)大量補充水分。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白色、橢圓形、有切割痕。 圓形,白色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4.01 
換藥原因 換劑量 

新舊說明  舊藥  【IFOM】 新藥  【IF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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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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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代碼 A0446012FG A0446012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6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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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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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ml 1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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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4.13 
換藥原因 比價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GLB】 新藥  【OGLC】 

藥品中文名稱 泌樂斯膜衣錠 50 毫克 醣祿錠５０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Glibose 50mg Glucobay 50mg 

健保代碼 A045697100 B02078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69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78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carbose…50 mg Acarbose…50 mg 

適應症 非胰島素依賴型糖尿病之治療。 非胰島素依賴型糖尿病之治療 

副作用 一般為胃腸脹氣、腹瀉、腹痛。少見噁心。病患飲食不加節制，則有可能

加重腸道的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服用本藥時仍必須嚴格遵守糖尿病飲食。不可未與醫師商量即自行停

用，此舉可能導致血糖上升。 

劑型 膜衣錠 錠劑 

標記 淡黃、圓凸形、CCP、C73 白色、圓扁形、BAYER、G、50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

工廠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4.14 
換藥原因 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IOXA】 新藥  【IOXL】 

藥品中文名稱 歐力普注射劑 歐莎力-默克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Oxalip 50mg/10ml Oxaliplatine 50mg 

健保代碼 A004508229 B02485024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508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85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Oxaliplatin 50mg/10ml  Oxaliplatin 50mg 

適應症 

和 5-fluorouracil (5-FU) 及

folinic acid (FA)併用，作為第三

期結腸癌(Duke＇s C) 原發腫瘤完

全切除手術後的輔助療法。治療轉

移性結腸直腸癌。Oxaliplatin 和

Capecitabine併用可用於局部晚期

及復發/轉移性胃癌之治療。  

和 5-fluorouracil (5-FU)及

folinic acid(FA)併用，作為-第三

期結腸癌(Duke's C)原發腫瘤完全切

除手術後的輔助療法。-治療轉移性

結腸直腸癌。  

副作用 腹瀉、噁心、嘔吐及黏膜炎、嗜中性白血球或血小板減少症、周邊感覺

神經病變。 

其他用藥指示 先以 5% Glucose 250-500ml 稀釋成濃度不低於 0.2mg/ml 的注射液，再

輸注 2-6 小時。與 5FU 併用要先使用本藥品。 

劑型 注射劑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4.23 
換藥原因 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OSIG】 新藥  【ONIN】 

藥品中文名稱 喜革脈錠５公絲  “生達＂利可心錠 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igmart 5mg Nirandil 5mg 

健保代碼 B020991100 A04899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99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991 號 

主成分及含量 Nicorandil 5mg Nicorandil 5mg 

適應症 狹心症 狹心症。 

副作用 頭痛、噁心、嘔吐、眩暈、顏面潮紅、倦怠。 

其他用藥指示 勿與 Viagra 等藥併用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白色、圓扁形、有切割痕。 白色、圓扁形、有切割痕、S/T、1001。

藥商名稱 臺灣中外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