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5.01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OVEP】   新藥  【OISM】 

藥品中文名稱 衛汝心膜衣錠４０公絲 依索蜜糖衣錠４０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Verpamil 40mg Isomil  S.C 40mg 

健保代碼 B007588100 A030615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0758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0615 號 

主成分及含量 Verapamil Hcl 40mg VERAPAMIL HCL 40mg 

適應症 
心絞痛、心肌梗塞、前房快速之

心律不整、心室上方陣發性之心

跳過速、心房纖維性顫動  

狹心症 

副作用 偶有便秘、噁心、厭食等腸胃症狀，眩暈、搖晃等低血壓症狀 

其他用藥指示 勿與葡萄柚汁併用 

劑型 膜衣錠  糖衣錠 

標記 白色、圓形、VL、40 綠色、圓形糖衣錠 

藥商名稱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5.19 
換藥原因 缺貨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 ITT1】 新藥   【 ITT3】 

藥品中文名稱 明礬沈澱破傷風類毒素 明礬沈澱破傷風類毒素 

藥品英文名稱 
Tetnaus toxoid alum precipitated 
"kuo kwang"  1ml/vial 

Tetanus toxoid Alum Precipitated 3ml 

健保代碼 J000089209 J00004821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製字第 000089 號 衛署菌疫製字第 000048 

主成分及含量 Tetanus toxoid 10IU/ml  

適應症 預防破傷風。 

副作用 紅腫、疼痛、發熱、倦怠 

其他用藥指示 肌肉或皮下注射，避光冷藏、使用前要充分振盪。 

劑型 注射劑 滅菌懸液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5.19 
換藥原因 缺貨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OMA2】 新藥   【OMAG】 

藥品中文名稱 "豐田" 氧化鎂錠  氧化鎂錠 25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Magnesium Oxide 250mg Magnesium Oxide  250mg 

健保代碼 A006795100 A01338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679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338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Magnesium oxide 250mg Magnesium Oxide 250mg 

適應症 緩解胃部不適或灼熱感、或經診斷為胃及十二指腸潰瘍、胃炎、食道炎

所伴隨之胃酸過多。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軟便劑。腹瀉時應暫停服用。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形,白色,標記-TX11 

 

 

錠劑,圓形,白色,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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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5.19 換藥日期 

換藥原因 恢復供貨 

新舊說明  舊藥  【IFRE5】 新藥  【IFRE】 

藥品中文名稱 飛可復 1%注射液 50ml 飛可復 1%注射液 20ml 

藥品英文名稱 Fresofol 1% 50ml Fresofol 1% 20ml 

健保代碼 B022868248 B0228682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6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Propofol 10mg/ml 50ml/amp Propofol 10mg/ml 20ml/amp 

適應症 靜脈注射麻醉劑，已住在加護病房中使用人工呼吸器之成人病人作為鎮

靜之用。 

偶有低血壓，暫時性窒息，心跳過慢、少數病人在恢復期間會噁心，嘔

吐、頭痛，癲癇狀動作、此外，還可能發注射部位局部疼痛。 
副作用 

1.一般言之，本品不應使用於懷孕期間，但可使用於中止懷孕之手術麻醉。 

2.本品應儲放於室溫；不可冰凍。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Vial amp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99.05.20 換藥日期 

換藥原因 劑型更換 

舊藥  【OWEL】 新藥  【OWEB】 新舊說明  

藥品中文名稱 威克倦持續性藥效錠 150 毫克 威博雋持續性藥效錠  

藥品英文名稱 Wellbutrin SR 150mg Wellbutrin XL 150mg 

健保代碼 B023428100 B02510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06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2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Bupropion hydrochlor 150mg Bupropion hydrochlor 150mg 

適應症 治療憂鬱症。 治療憂鬱症 

極常見為失眠、頭痛、口乾、噁心、嘔吐。常見為發燒、胸痛、衰弱、

便秘、腹痛、眩暈、厭食、視覺障礙、皮疹。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服用期間必須嚴密監測病患憂鬱症情況，以防發生自殺行為。 

劑型 持續性藥效錠 持續性藥效錠 

標記   

 
 

藥商名稱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99.05.25 換藥日期 

換藥原因 換廠 

舊藥  【IVIR】 新藥  【IZOR】 新舊說明  

藥品中文名稱 熱威樂素注射劑  剋庖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Virless 250mg Zovirax 250mg 

健保代碼 AC41492265 B01132626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132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1492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cyclovir 250mg Acyclovir 250mg 

帶狀庖疹病毒及單純庖疹病毒引

起之感染、預防骨髓移植及白血

病所引起之免疫不全病人之單純

庖疹感染、新生兒單純庖疹感染。

帶狀庖疹病毒及單純庖疹病毒引起之

感染、預防骨髓移植及白血病所引起之

免疫不全病人之單純庖疹感染、新生兒

單純庖疹感染。 

適應症 

焦躁、痙攣、震顫、幻覺、噁心、肝臟酵素值上昇、白血球減少、血中尿

氮（BUN）及肌酸酐（Creatinine）增加、皮膚皮疹、發燒。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緩慢的靜脈點滴注射，時間需超過 1小時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