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01  

換藥原因 (3/2 公告 104010)停產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PAM】 新藥  【IPAP】 

藥品中文名稱 
"東洲" 百益能氯注射液50公絲

/公撮 
把母巴拉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P.A.M 500mg/ 10ml (PAMCl) Pampara 500mg/20ml Injection 

健保代碼 A026664229 AC023942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666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239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ralidoxime chloride 500mg Pralidoxime chloride 500mg 

適應症 有機磷中毒之解毒 

巴拉松（Parathion）甲基巴拉松

（MethylParathion）等有機磷劑，農藥

中毒之解毒劑。 

副作用 眩暈，視力模糊，頭痛，噁心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東洲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02 

換藥原因 (3/2 公告 104010)ISKA 恢復供貨 

新舊說明  舊藥  【IKAB】 新藥  【ISKA】 

藥品中文名稱 克必恩周邊靜脈輸注液 斯莫克必恩周邊靜脈輸注液 

藥品英文名稱 Kabiven PI 1440ml Smofkabiven PI 1448ml 

健保代碼 BC237092EP BC251502FN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70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5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lucose 11% 885ml , 

Amino acids 11.34% 300ml , 

Intralipid 20% 255ml 

Glucose 13% 788ml , 

Amino acids 3.2%及 electrolytes 456ml , 

lipid 204ml 

適應症 

靜脈營養輸注，適用於無法由口

腔進食或經由腸道獲取足夠營

養、或禁止由口腔及腸道進食之

兩歲以上之幼童病患。 

靜脈營養輸注，適用於無法由口腔進食或

經腸道獲取足夠營養，或禁止由口腔及腸

道進食之成年患者。 

副作用 
體溫上升(<3%),發抖,寒顫,噁

心,嘔吐(<1%).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02 

換藥原因 (2/13 公告 104008)換廠 

新舊說明  舊藥  【IPAR】 新藥  【ICAO】 

藥品中文名稱 佳鉑帝靜脈注射液 "杏輝"剋鉑停靜脈注射液 10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Paraplatin 150mg/vial   Carboplatin.150mg/15ml 

健保代碼 BC24074235 AC5731423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07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31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arboplatin 150mg/15ml Carboplatin 150mg/15ml 

適應症 卵巢癌 卵巢癌 

副作用 
骨髓抑制,貧血,噁心嘔吐,禿髮,

衰弱 
骨髓抑制,貧血,噁心嘔吐,禿髮,衰弱 

其他用藥指示 避免使用含鋁針頭。 避免使用含鋁針頭。 

劑型 注射液劑 注射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必治妥施貴寶股份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05 

換藥原因 (2/13 公告 104008)換廠 

新舊說明  舊藥  【ZOFT】 新藥  【ZGEO5】 

藥品中文名稱 愛康明眼藥膏 "景德" 漸得明眼藥膏 

藥品英文名稱 
Oftalmolosa cusi gentamicin 0.3% 

eye oint 5g 
Gendermin Oph Oint 0.3% 5gm 

健保代碼 B022796421 AC47124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79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12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entamicin Oint 0.3%  5g Gentamicin sulfate 3mg/gm 

適應症 
角膜潰瘍、結膜炎、角膜炎、眼瞼

炎、淚囊炎。 

結膜炎、眼瞼緣炎、角膜炎、淚囊 

炎、麥粒腫、虹彩毛樣體炎。 

副作用 
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10 分鐘,請先使 

用藥水再用藥膏。 

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10 分鐘,請先使 

用藥水再用藥膏。 

其他用藥指示 請勿碰觸瓶口，每次使用時請關緊瓶蓋。 請勿碰觸瓶口，每次使用時請關緊瓶蓋。 

劑型 眼用軟膏劑 點眼膏劑 

標記  棕色翼標 

藥商名稱 
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08 

換藥原因 (1/24 公告 104004)停產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IT2】【IIT7】 新藥  【 IAGG)】 

藥品中文名稱 
應治凝注射液 2公絲/公撮 

應治凝注射液 0.75 公絲/公撮 
雅瑞濃縮輸注液 

藥品英文名稱 
Intergrilin 2mg/ml 10ml 

Intergrilin 0.75mg/ml 100ml 
Aggrastat  50ml 

健保代碼 
B023459229 

B023468255 
B02260624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5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468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60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irofiban  12.5mg/50ml 

適應症 

預防不穩定心絞痛及非 Q波心肌梗塞

病人的惡化。經皮腔間冠壯動脈血管擴

張術的輔助治療，已預防突發性動脈血

管閉塞及相關的急性缺血併發症。 

 

ＡＧＧＲＡＳＴＡＴ併用ＨＥＰＡＲＩＮ，可

用於預防不穩定心絞痛病人或非Ｑ波之心肌

梗塞病人發生缺血性心臟病發作，及用於預防

患有冠狀動脈缺血症狀而須接受冠狀動脈成

形術或冠狀動脈粥狀硬化切除的病人發生治

療冠狀動脈突然閉塞時所造成的缺血性心臟

併發症。 

副作用  出血的危險性；噁心、發燒，頭痛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安沛國際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14 

換藥原因 (3/11 公告 104011)派頓廠缺貨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PAT】 新藥  【ZSEL】 

藥品中文名稱 派滴兒點眼液 視麗兒點眼液 

藥品英文名稱 Patear eye lotion 10ml  Selear Eye Drops 10ml 

健保代碼 A022473429 A004068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247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406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odium Chlorid 3.2mg; 

Potassium Chloride 1.4mg; 

Sodium Borate Decahy 1mg; 

Sodium Phosphate 0.4mg; 

Benzalkonium chlorid 0.1mg; 

Boric Acid 9mg 

Sodium Chloride 5.5mg/ml; 

Potassium Chloride 1.6mg/ml; 

Sodium Phosphate Monobasic 1.8mg/ml; 

Benzalkonium Chloride 0.05mg/ml; 

Boric Acid 12mg/ml; 

Thimerosal 0.002mg/ml 

適應症 眼睛乾澀、洗眼劑。 
暫時緩解因眼睛乾澀所引起灼熱感與刺激

感。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 10 分鐘,請先使用藥水再用藥膏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派頓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18 

換藥原因 (3/18 公告 104012)104 年度第一次藥委會決議進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GLT】 

藥品中文名稱  泌特穩錠 3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Glitis 30mg Tab 

健保代碼  AA4993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93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ioglitazone  30mg 

適應症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非胰島素依賴型糖

尿病，NIDDM)。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1.請定期監測肝功能。 

2.請勿隨意停藥。 

3.可能恢復排卵,請停經前婦女採適當避孕

措施。 

4.可能有體液滯留,心衰竭者慎用。 

劑型  錠劑 

標記  白色圓扁平錠劑,有切痕,CCP/C80 

藥商名稱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19 

換藥原因 (3/18 公告 104012)停產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OXY】 新藥  【IOXO】 

藥品中文名稱 歐利生注射液 “大豐”謳速生注射液 10 國際單位/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Oxytocin 10IU/ml  Oxocin 10IU/ml Injection 

健保代碼 A046936229 AC338732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93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87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Oxytocin 10 IU/ml Oxytocin 10 IU/ml 

適應症 催產及減少產後出血 
分娩誘導、陣痛微弱、子宮內容除去術時之應用

（胞狀奇胎搔爬）、弛緩性子宮出血、分娩後或

手術後之子宮出血、子宮收縮不全 

副作用 
(1)母親:過敏性反應，分娩後出血，心律不整，噁心、嘔吐。 

（2）胎兒:心跳徐緩，新生兒黃疸。 

其他用藥指示 緩慢靜脈注射。 緩慢靜脈注射。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東洲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23 

換藥原因 (3/23 公告 104013)104 年度第一次藥委會決議進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EMIR】 

藥品中文名稱  蜜蕊娜子宮內投藥系統 

藥品英文名稱  Mirena Intrauterine System 

健保代碼  BC225015FR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50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evonorgestrel 52mg 

適應症  
避孕、月經經血過多、預防雌激素補充

治療引起的子宮內膜增生。 

副作用  
頭痛,腹腔痛,點狀出血或月經量減少或

無月經,陰道炎。 

其他用藥指示  

1.需由醫師植入使用,五年後需取出。 

2.請定期回診追蹤。 

3.如用於避孕，需自費。 

劑型  子宮內避孕器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27 

換藥原因 10403 林賢平主任申請專案進口 C 肝用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HAN】 

藥品中文名稱  無 

藥品英文名稱  
Harvoni F.C 90/400mg Tab  

(組/3 瓶/84Tab/專案自費)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服部專案申請 

主成分及含量  
Ledipasvir 90mg 

Sofosbuvir 400mg 

適應症  
治療成人慢性 C型肝炎;可與其他抗病毒藥

物合併。 

副作用  
常見副作用為貧血、頭痛、噁心、嘔吐、皮

膚紅疹、熱潮紅、流汗、失眠、腹瀉、腹脹、

腸胃不適等 

其他用藥指示  

1.專案進口藥品，勿提供給他人使用。 

2.孕婦或準備懷孕者不可以使用。 

3.您若是哺乳婦女，患有血栓性栓塞病

史，或糖尿病都必須事先告知醫師。 

4.療程需要服用至少 8~24 週。請遵照醫

師處方。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黃色菱形膜衣錠,GSI,7985 

藥商名稱  Gilead Sciences Limited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29 

換藥原因 (3/26 公告 104014) ITRI 自 104 年 4 月起無健保給付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TRI】 新藥  【ICHE】 

藥品中文名稱 "瑞士" 得力伏靜脈注射劑 捷復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Tricef 500mg Chef 500mg for Injection 

健保代碼 AC37741277 AB34032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774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03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eftriaxone  500mg Ceftriaxone  500mg 

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

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感受性

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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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作用 下痢,頭痛,噁心嘔吐,舌炎,過敏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29 

換藥原因 (3/26 公告 104014)停產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L-V】 新藥  【IVAN5】 

藥品中文名稱 利凡凍晶靜脈注射劑 500 毫克 萬古利凡凍晶靜脈注射劑 500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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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代碼 AC47658277 AC57286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65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28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Vancomycin HCl 500mg Vancomycin  HCl 500mg 

適應症 

葡萄球菌感染所導致之心內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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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球菌感染所導致之心內膜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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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注投與有寒顫、潮紅及發燒現

象。嚴重者-腎毒性、耳毒性、急性

過敏反應。 

靜注投與有寒顫、潮紅及發燒現象。

嚴重者-腎毒性、耳毒性、急性過敏反

應。 

其他用藥指示 
每次劑量注射的時間，至少須六十分鐘以

上。需作嚴密 vancomycin 血清濃度監視。 
每次劑量注射的時間，至少須六十分鐘以

上。需作嚴密 vancomycin 血清濃度監視。 

劑型 凍晶注射劑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

廠 

中化裕民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30 

換藥原因 (3/23 公告 104013)10403 現用 IBEL 缺貨停產 

新舊說明  舊藥  【IBEL】 新藥  【IMED】 

藥品中文名稱 "東洲" 美樂乾粉注射劑 命得生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Belon 40mg Medason for Injection 40mg   

健保代碼 A045443245 AC2908524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44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908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ethylprednisolone 40mg Methylprednisolone 40mg 

適應症 

腎上腺皮質機能不全、劇烈休

克、支氣管性氣喘、膠原疾病、

過敏反應、泛發性感染。 

腎上腺機能不全、劇烈休克、支氣管性

氣喘、膠原疾病、過敏反應、泛發性感

染 

副作用 感染症的惡化,月經異常,滿月樣臉孔,浮腫、血壓上昇、低鈣性鹼中毒。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東洲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3.31 

換藥原因 10403 因現用 EEAR 自 4 月起無給付 

新舊說明  舊藥  【EEAR】 新藥  【ETAR】 

藥品中文名稱 耳復欣點耳液 泰利必妥點耳液 

藥品英文名稱 Earflo otic solution 15mg/5ml Tarivid Otic Sol. 5ml 

健保代碼 AC47116421 BC22283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116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28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Ofloxacin 3mg/ml, 5ml/bot Ofloxacin 3mg/ml, 5ml/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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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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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給藥時要小心：如果藥水溶液是冰冷的，滴入時可能會發生暈眩的現象，

因此，儘可能在與體溫相近的溫度下使用本製劑。 

劑型 點耳液劑 點耳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