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1.01 

換藥原因 原健保價以 ml 給付至 1031231,更換新健保碼改瓶給付 

新舊說明  舊藥  【OBSS 】 新藥  【OBSO 】 

藥品中文名稱 氣舒痰液２公絲/公撮 氣舒痰(R)液 2 毫克/毫升(印尼廠) 

藥品英文名稱 Bisolvon solution 2 mg/ml 50ml/btl Bisolvon (R) Solution 100mg/50ml 

健保代碼 A028613199 BC2572914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613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72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romhexine HCL 2mg/ml;50ml/bot Bromhexine HCL 2mg/ml;50ml/bot 

適應症 袪痰。 袪痰。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內服液劑 內服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1.08 

換藥原因 (12/25 公告 103064)現用 ILEP 即將停產，改以新劑型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ILEP】 新藥  【ILEPD】 

藥品中文名稱 
柳菩林持續性藥效皮下注射劑

3.75 公絲 

柳菩林一個月持續性藥效皮下注射劑

3.7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euplin Depot 3.75mg Leuplin Depot 1M 3.75mg S.C. Injection 

健保代碼 B0194932AA BC259342AA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9493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93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euprolide acetate 3.75mg Leuprolide acetate 3.75mg 

適應症 

前列腺癌舒解治療，子宮內膜異

位，中樞性性早熟症，因子宮肌

瘤引起之經血過多及貧血而預

計進行手術切除者，停經前乳

癌。 

前列腺癌舒解治療、子宮內膜異位、中樞

性性早熱症、因子宮肌瘤引起之經血過多

及貧血而預計進行手術切除者、停經前乳

癌。 

副作用 皮下給藥之注射劑 皮下給藥之注射劑 

其他用藥指示 皮下給藥之注射劑 皮下給藥之注射劑 

劑型 凍晶注射劑 凍晶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1.10  

換藥原因 (12/25 公告 103064)更換為有 PIC/S GMP 

新舊說明  舊藥  【OBNS】 新藥  【OZCO】 

藥品中文名稱 剎咳得軟膠囊 100 公絲 咳治得軟膠囊 1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Bensau 100mg Zcough Soft 100mg 

健保代碼 A042435100 AC58202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2435 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20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enzonatate 100mg/cap Benzonatate 100mg/cap 

適應症 解除咳嗽症狀。 解除咳嗽症狀。 

副作用 

鎮靜,頭痛,輕微眩暈,發疹,鼻

塞,腸胃不適,噁心,便秘,眼灼

感,怕冷,胸悶,過敏. 

鎮靜,頭痛,輕微眩暈,發疹,鼻塞,腸胃

不適,噁心,便秘,眼灼感,怕冷,胸悶,過

敏. 

其他用藥指示 不可咬破應直接吞服。 不可咬破應直接吞服。 

劑型 軟膠囊劑 軟膠囊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美喬生技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1.16 

換藥原因 (1/16 公告 104003)分包申報無健保給付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KAY】 新藥  【OKAL】 

藥品中文名稱 凱鉀力寧散 加利美粉 

藥品英文名稱 Kayexalate 453.6g (Resonium-A) Kalimate Powder 5gm 

健保代碼 B022559199 BC130861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55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308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odium polystyrene sulfonate 

450gm/btl 
Calcium polystyrene sulfonate 9% 

適應症 

高鉀血症及由尿少症和由急性腎

壞死（如腎小管病變、腎血色蛋白

尿性變、猝變性腎病、壓碎性腎病

所引起的尿閉症、高鉀血症） 

急性及慢性腎不全隨伴之高血鉀症 

副作用  
便秘,噁心,食慾不振,胃部不適,低血

鉀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粉劑 粉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宜泰貿易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1.16 

換藥原因 (1/16 公告 104003)內分泌科申請新藥(限內分泌科用)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VIO】 

藥品中文名稱  胰妥善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Victoza 18mg/3ml |筆型(淡藍) 

健保代碼  K00091421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91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iraglutide 18mg/3ml 

適應症  

第 2 型糖尿病。當患者已接受 metformin 或

sulphonylurea單一治療至最大可忍受劑量仍未達理想

血糖控制時，與 metformin 或 sulphonylurea 併用；或

當患者已接受 metformin 加上 sulphonylurea 或

metformin加上 thiazolidinedione兩種藥物治療仍未

達理想血糖控制時，與 metformin 加上 sulphonylurea

或 metformin 加上 thiazolidinedione 併用。 

副作用  頭痛、噁心、腹瀉 

其他用藥指示  於 2- 8℃冷藏貯存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筆型(淡藍) 

藥商名稱  臺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1.24 

換藥原因 (1/24 公告 104004)健保不給付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MEH】 新藥  【IMEO】 

藥品中文名稱 彌可保注射液 500 微公克 美保朗注射液 0.5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Methycobal 500ug Mecobalamine Inj. 0.5mg/ml 5ml 

健保代碼 B016285209 A0368852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628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688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ecobalamin  500mcg/ml Mecobalamin 0.5mg0.5mg/ml 

適應症 

維他命Ｂ１２缺乏所引起之巨紅血

球性貧血（ｍｅｇａｌｏｂｌａｓｔ

ｉｃａｎｅｍｉａ）及末梢神經障礙 

維他命Ｂ１２缺乏引起之巨胚紅血球性貧

血、末梢性神經障礙 

副作用 
發疹、頭痛、發熱感、注射部位

疼痛 
發疹、頭痛、發熱感、注射部位疼痛 

其他用藥指示  需避光貯存。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安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1.26 

換藥原因 (1/13 公告 104002)比價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EYE】 新藥  【ZONS】 

藥品中文名稱 護眼眼藥水 0.01% 硫酸甲酯新斯狄明點眼液０．０１％ 

藥品英文名稱 Eyehelp eye drops 0.01% 10ml ONSD Eye Drop 10ml 

健保代碼 AC46990429 AC29343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99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934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eostigmine methylsulfate 0.1mg/ml 
neostigmine methylsulfate 

0.1mg/ml 

適應症 眼球肌肉症狀之改善。 眼球肌肉症狀之改善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麥迪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塩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1.28 

換藥原因 (1/28 公告 104005)健保不給付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SIN】 新藥  【ZDEO】 

藥品中文名稱 “麥迪森”信美爽眼藥水 滴朗眼液 

藥品英文名稱 
Sinmesone eye drops  5ml   

"MEDICINE" 
Delone Eye Drop 5ml 

健保代碼 NC12342421 AC19915421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234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991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examethasone phosphate 1mg/ml; 

Neomycin 3.5mg/ml;5ml/bot 

Dexamethasone phosphate 1mg/ml; 

Neomycin 3.5mg/ml;5ml/bot 

適應症 

角膜炎、流行性結膜炎、淚囊炎、

紫外線引起之眼炎、急慢性結膜

炎、化膿性結膜炎。 

眼瞼敏感症、瞼緣炎、非特異性表層

結膜炎、深部角膜炎、帶狀庖疹眼炎、

水泡性角膜結膜炎、鞏膜角膜炎、結

膜炎、虹彩睫狀體炎、虹彩炎、復發

性瞼緣潰瘍、角膜潰瘍及角膜損傷 。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麥迪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1.31 

換藥原因 (1/28 公告 104005)健保不給付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CUR】 新藥  【ZDEL】 

藥品中文名稱 可舒炎眼藥水 應元”傑敏眼藥水 

藥品英文名稱 Curzolan eye drops 10ml Dellergy Eye Drops 10ml 

健保代碼 AC49334429 AC55909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33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590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ntazoline phosphate 0.5mg/ml, 

Tetrahydrozoline Hcl 0.4mg/ml 
Antazoline HCl 0.5mg/ml ; 

Tetryzoline HCl 0.4mg/ml, 10ml/bot 

適應症 過敏性結膜炎、眼瞼緣炎、角膜炎。 過敏性結膜炎、眼瞼緣炎、角膜炎。

副作用 
暫時性視力模糊,結膜的刺激,偶有

結膜充血,乾燥,灼熱感. 

暫時性視力模糊,結膜的刺激,偶有

結膜充血,乾燥,灼熱感.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麥迪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