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9.06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TAR】 新藥  【ESOF】 

藥品中文名稱 泰利必妥點耳液 速復滴劑  

藥品英文名稱 Tarivid otic sol 15mg/5ml Sofradex Drop 8ml/bot 

健保代碼 B022283421 B02151842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283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51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Ofloxacin 3mg/ml 

每 ml 
Framycetin sulphate   5mg 
Gramicidine        0.05mg 
Dexamethasone       0.5mg 

適應症 
成人及小兒外耳炎、成人及青少年鼓

膜穿孔之慢性中耳炎、裝有鼓膜造口

管的小兒急性中耳炎。 

急慢性外耳炎、中耳炎  

副作用 偶有耳痛  

其他用藥指示 以接近體溫之藥水溫度滴耳 

，較不會引起眩暈。 

 

劑型 點耳液劑 耳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賽諾菲安萬特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9.09 
換藥原因 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OTHY】 新藥   【OELT】 

藥品中文名稱 "強生" 活甲錠 100 微克 ＂德國＂昂特欣錠 100 微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Thyroid-S 100mcg Eltroxin 100mcg 

健保代碼 A0481911G0 B02470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191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70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hyroxine sodium 100mcg Thyroxine sodium 100mcg 

適應症 甲狀腺機能減退症。 甲狀腺機能減退症。 

副作用 心悸、心博過速、腹瀉、嘔吐、興奮、不安、失眠、頭痛、發汗、體重減

輕、肌肉無力。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光貯存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圓扁形、白色、☆、切割痕 圓形、白色、100  

藥商名稱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荷商葛蘭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分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9.15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TAL】 新藥   【ESUT】 

藥品中文名稱 帶舒定陰道錠 素女潔陰道用凝膠 

藥品英文名稱 Talsutin V.T Supp Sutrol gel-Vaginal 25gm 

健保代碼 A034794500 A04538654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79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386 號 

主成分及含量 
tetracycline hcl 100mg, 

amphotericin B 50mg 
每克含 metronidazole 7.5mg 

適應症 由念珠菌、滴蟲或細菌感染所引

起之陰道炎 

治療細菌陰道炎如 haemophilus 
vaginitis, gardnerealla vaginitis, 
nonspecific vaginitis, corynebacterium 
vaginitis 或 anaerobic vaginosis。 

副作用  陰道不適、胃腸不適、頭痛、暫時性皮膚紅腫

其他用藥指示  
本凝膠治療期間應告知不能飲酒，可停藥後一

天以上恢復飲用。 

劑型 陰道錠  陰道用凝膠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必治妥施貴寶股份有限公司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9.15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EFNS】 新藥  【EAVA】 

藥品中文名稱 
輔舒良鼻用噴液懸浮劑

50MCG/Metered Spray 
艾敏釋鼻用噴液懸浮劑  

藥品英文名稱 Flixonase N.S. 50mcg/dose,120dose Avamys Nasal Spray 27.5mg/dose;120dose

健保代碼 B021477423 B0248774FK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47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877 號 

主成分及含量 
Fluticasone propionate 50mcg/dose; 
120dose/bot 

Fluticasone Furoate 3300mg/120dose 

適應症 過敏性鼻炎 治療 2歲以上的兒童、青少年與成人的過

敏性鼻炎。 

副作用  頭痛、鼻咽發炎、鼻出血 

其他用藥指示  

1)每次使用前均需搖勻(本品為懸浮劑)。 

2)下列三種狀況在使用前須先搖勻後朝空氣按壓6次至

看見微細噴霧顆粒再使用：新開瓶使用；開瓶但已 30

天以上未使用；蓋子未蓋回瓶身超過 5天。 

3)保存方式：使用完畢應將蓋子蓋回，直立儲放，置於

室溫攝氏 15-30 度保存。不可冷凍或冷藏。 

劑型 鼻用懸液劑 鼻用懸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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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藥日期 99.09.18 
換藥原因 藥委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CE7】 新藥  【ICFR】 

藥品中文名稱 
"中國化學" 賜福樂信注射劑750公

絲 
喜活能乾粉注射劑１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Cefuroxime  750mg Cefrom 1gm 

健保代碼 A030620289 B022825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0620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25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efuroxime 750mg Cefpirome 1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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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ｃｅｆｐｉｒｏｍｅ ｓｕｌｐ

ｈａｔｅ 具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

染症。 

副作用  
過敏反應、腸胃不適。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光儲存。 

劑型 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

廠 
賽諾菲安萬特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9.20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ZOP2】 新藥  【ZPI2】 

藥品中文名稱 毛果芸香生僉點眼液 2% "景德"芸香眼藥水 2%（毛果芸香生僉）

藥品英文名稱 2%O.P.D 200mg/10ml Pilocarpine 2% 15ml 

健保代碼 A029342429 A03228343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934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2283 號 

主成分及含量 Pilocarpine hcl 20mg/ml Pilocarpine hcl 20mg/ml 

適應症 縮瞳、降低眼壓 降低眼壓  

副作用 視覺不清、結膜充血。 
噁心、嘔吐、腹瀉、流口水、眼痛、

頭痛、視覺不清。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鹽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9.21  
換藥原因 停產更換 

新舊說明  舊藥  【IATP】 新藥  【IADE】 

藥品中文名稱 安室律注射劑 3公絲／公撮 緩心樂注射液 3公絲/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A.T.P. (Adenocor )6mg/2ml/vial Adenozer 6mg/2ml/vial 

健保代碼 B021439212 A041989212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43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1989 號 

主成分及含量 Adenosine 6mg/2ml Adenosine 6mg/2ml 

適應症 
治療陣發性上心室心搏過速、輔助

診斷ＱＲＳ波變寬或變窄之複雜

性上心室心搏過速 

治療陣發性上心室心博過速、輔助診

斷ＱＲＳ波變寬或變窄之複雜性上

心室心博過速。  

副作用 
頭痛、暈眩、頭暈眼花。噁心。臉部潮

紅、心跳減緩、心臟收縮不全、心跳不

規律、房室傳導阻滯。呼吸困難。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賽諾菲安萬特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9.22 
換藥原因 更換品名 

新舊說明  舊藥  【OSMO】 新藥  【OPSE】 

藥品中文名稱 "豐田" 鹽酸假麻黃素錠  "豐田" 鹽酸假麻黃素錠  

藥品英文名稱 Smooth Pseudoephdrine 60mg 

健保代碼 A015090100 A015090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509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5090 號 

主成分及含量 Pseudoephedrine hcl 60mg Pseudoephedrine hcl 60mg 

適應症 
一般感冒或過敏所引起之鼻內充血

及過敏性鼻炎、血管舒縮性鼻炎、

支氣管氣喘。 

一般感冒或過敏所引起之鼻內充血及

過敏性鼻炎、血管舒縮性鼻炎、支氣

管氣喘。 

副作用 
偶有噁心、嘔吐、發汗、排尿困難、

皮疹、月經困難、心悸亢進、目眩、

不眠、抖顫 

偶有噁心、嘔吐、發汗、排尿困難、皮疹、

月經困難、心悸亢進、目眩、不眠、抖顫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黃色圓形錠 黃色圓形錠 

藥商名稱 豐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豐田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異動公告 
換藥日期 99.09.25  
換藥原因 換廠 

新舊說明  舊藥  【OSEO】 新藥  【OCLM】 

藥品中文名稱 瑞有妊膠囊 50 公絲 “永信＂喜妊錠 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erophene 50mg Clomiphene 50mg 

健保代碼 A019087100 AC2733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908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7338 號 

主成分及含量 Clomiphene citrate 50mg  

適應症 無排卵之不孕症 促進排卵、（排卵障害引起之不孕症）

副作用  
下腹部痛、霧視、偶有噁心、嘔吐、食慾不振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錠劑 

標記 橘色膠囊 黃色圓形錠 

藥商名稱 瑞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