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4.01 

換藥原因 (3/31 公告 104015)健喬公司通知現用 OLAY Lasyn 產品名稱變更 

新舊說明  舊藥  【OLAY】 新藥  【OLEY】 

藥品中文名稱 樂壓定膜衣錠 4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asyn F.C. 4mg Tab Lesyn F.C. 4mg Tab 

健保代碼 AC4806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06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acidipine 4mg 

適應症 高血壓。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藥商名稱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4.04  

換藥原因 (3/31 公告 104016)現用 ZER2 無健保給付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ER2】 新藥  【ZERO】 

藥品中文名稱 紅黴素眼藥膏 0.5%〝綠洲〞 "景德" 紅黴素眼藥膏 0.5% 

藥品英文名稱 Erythromycin  oph oint 0.5% 2gm Erythromycin Oph Oint 17.5mg /3.5gm 

健保代碼 無 AC4737041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45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37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rythromycin 5mg/gm;2gm/tube Erythromycin base 17.5mg/3.5gm 

適應症 

治療眼部感受菌引起之急慢性結膜

炎、角膜炎、淚囊炎、麥粒腫、眼瞼

緣炎、角膜潰瘍、砂眼。預防新生兒

之淋球菌，披衣病毒感染。 

治療眼部感受菌引起之急慢性結膜炎、角膜

炎、淚囊炎、麥粒腫、眼瞼緣炎、角膜潰瘍、

砂眼。預防新生兒之淋球菌

(N.GONOCOCCUS)，披衣病毒

(C.TRACHOMATIS)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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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眼膏劑 點眼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4.05 

換藥原因 (3/23 公告 104013)104 年第一次藥委會決議取代現用 ISKA 

新舊說明  舊藥  【ISKA】 新藥  【IOLC】 

藥品中文名稱 斯莫克必恩周邊靜脈輸注液 “百特”歐諾美 N4-550E 輸注乳液 

藥品英文名稱 Smofkabiven PI 1448ml 
Oliclinomel N4-500E 1500ml Emulsion for 

Infusion 

健保代碼 BC251502FN BC2467921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50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67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lucose 13% 788ml , 

Amino acids 3.2%及 

electrolytes 456ml , 

lipid 204ml 

Amino Acid 5.5% 600ml , 

Glucose 20% 600ml , 

Lipid Emulsion 10% 300ml 

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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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於成人及二歲以上孩童在無法或因有禁

忌症而不適宜進食或使用口服腸道營養劑

時之靜脈營養。 

副作用  血栓性靜脈炎、輕微體溫升高。 

其他用藥指示  

1.最大輸注速率為 3ml/kg BW/hr 

2.出現高溫.盜汗.噁心.呼吸困難等情形

需暫停輸注。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股份有限公司 百特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4.14 

換藥原因 (4/16 公告 104019)因現用 ESCB 缺貨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ESCB】 新藥  【EBCC】 

藥品中文名稱 "景德"息疥軟膏 美西乳膏 

藥品英文名稱 Scabi Cream 10gm B.C.Cream 10gm 

健保代碼 A020964329 AC442523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096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25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indane 10mg/gm Lindane 10mg/gm 

適應症 
疥瘡、陰蝨、頭蝨及其蟲卵之感

染 
疥瘡、陰蝨、頭蝨及其蟲卵之感染 

副作用 文獻引起中樞神經系統興奮作用，症狀包含暈眩到癲癇發作。 

其他用藥指示 

將患處洗淨擦乾,塗擦適量藥品,經 8~12 小時後可洗去,僅需使用一次即

可,治療後可能仍有皮膚搔癢,可用其他藥緩解。 

如不慎接觸到眼/嘴,請立即清水清洗。有開放性傷口勿用,除了醫師另有

指示 

劑型 乳膏劑 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4.21 

換藥原因 (4/21 公告 104020)因 INIB 廠缺暫代 

新舊說明  舊藥  【INIB】 新藥  【IESE】 

藥品中文名稱 肌弛適 注射液２公絲/公撮 安心麻儂注射劑 10 公絲/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Nimbex 10mg/5ml Esmeron 50mg/5ml Solution for Injection 

健保代碼 BC22770221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770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14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isatracurium 2mg/ml 5ml/amp Rocuronium bromide 50mg/5ml 

適應症 

本品為一高選擇性及競爭性的

非去極化神經肌肉阻斷劑。可作

為手術全身麻醉劑之輔助劑或

加護病房使用，用以鬆弛骨骼

肌，幫助氣管插管及與人工呼吸

器的協調。 

全身麻醉的輔佐藥，以幫助支氣管內插

管、提供手術需快速麻醉誘導時骨骼肌

肉鬆弛狀態，加護病房中需插管及使用

人工呼吸器時。 

副作用 

常見不良反應心搏過慢、低血壓 最常發生的不良反應包注射部位疼痛/

反應，生命跡象改變與肌肉神經阻斷延

長。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液劑 注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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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商默沙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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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4.21 

換藥原因 (4/21 公告 104020)因 IFUC 缺貨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 IFUC】 新藥  【 IESC】 

藥品中文名稱 保賜康注射液 胃使可胖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Fucon 20mg Escopan 20mg/ml Injection 

健保代碼 AB08642209 NC10222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8642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022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utylscopolamine Bromide 

20mg/1ml 
Butylscopolamine Bromide 20mg/1ml 

適應症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胃炎、十

二指腸炎、賁門痙攣、食道痙攣、

痙攣性便秘、膽管之痙攣及運動障

礙、尿路之痙攣。 

胃腸痙攣及運動亢進、膽管痙攣及其

運動障礙、尿路痙攣、女性生殖器之

痙攣症狀。 

副作用 
暫時性心悸,頭暈,口渴,便祕偶有眼

睛調節障礙(散瞳) 

偶有口渴、眩暈、心跳過快、散瞳、

尿液滯留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4.17 

換藥原因 (4/3 公告 104017)進價大於健保價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NAP】 新藥  【ONAO】 

藥品中文名稱 能百鎮錠 250 公絲 那普洛先錠 250mg 

藥品英文名稱 Naposin 250mg Naproxen 250mg 

健保代碼 AC15387100 AC1962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538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962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apoxen  250mg Naproxen 250mg 

適應症 

急慢性風濕關節炎、關節局部腫脹、強直性脊椎關節炎、脊椎炎、椎關節

炎、關節周圍炎、上腕肩甲骨炎及骨骼肌不適之粘液囊炎、腱鞘炎之消炎、

鎮痛解熱 

副作用 胃灼熱、噁心、食慾不振、頭痛、嗜眠、眩暈、皮膚紅疹、水腫、耳鳴 

其他用藥指示 1.避免喝酒。2.如有腸胃不適請告知醫師。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淡土黃色圓扁平錠,有切痕，

CCP/D31 
淡土黃色圓型錠,有切痕,SINPHAR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

工廠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4.17 

換藥原因 (4/13 公告 104018)現用 OFUG 因許可證註銷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OFUG】 新藥  【 OFUP】 

藥品中文名稱 拂劼璐錠 護腺寧錠 

藥品英文名稱 Fugerel 250mg Fuprostate 250mg Tab 

健保代碼 B015543100 AC46018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5543 號 

自請註銷 1040129 
衛署藥製字第 04601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lutamide 250mg Flutamide 250mg 

適應症 前列腺癌的輔助治療 前列腺癌的輔助治療。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形,淡黃色,有切痕 錠劑,橢圓,淡黃色,有切痕 PBF,397 

藥商名稱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4.21 

換藥原因 (4/21 公告 104020)因現用 OCA5 不符規範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OCA5】 新藥  【 OA-C】 

藥品中文名稱 優生碳酸鈣錠 500 公絲 "瑪科隆"佳立鈣錠 5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Calcium Carbonate 500mg A-Cal 500mg Tab 

健保代碼 非健保給付藥物 非健保給付藥物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68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81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alcium Carbonate 500mg Calcium Carbonate 5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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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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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便秘或腹瀉, 

長期使用可能有高血鈣,腎衰竭,鹼中毒, 噁心嘔吐,頭痛,厭食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扁形,淡黃色,切割痕 錠劑,圓扁形,淡黃色,R 

藥商名稱 優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瑪科隆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4.29 

換藥原因 (4/28 公告 104021)因現用 OFEA 停產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OFEA 】 新藥  【 OTDA 】 

藥品中文名稱 飛鐵軟膠囊 "元宙" 鐵達寧咀嚼錠 

藥品英文名稱 Ferall soft capsules Tedalin 100mg Chewable Tab 

健保代碼 A045451100 AC4616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45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16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errous fumarate 460mg, 

Vitamin B12 10mcg,  

Folic Acid 1mg,  

Ascorbic acid 60mg 

Iron 100mg 

適應症 

所有對口服鐵治療有反應的貧

血，如因懷孕、慢性或急性失

血、飲食限制、代謝性疾病或手

術後復原期所出現的低色性貧

血。 

預防及治療鐵質缺乏症、缺鐵性貧血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糞便呈暗黑色是正常的。 糞便呈暗黑色是正常的。 

劑型 軟膠囊劑 咀嚼錠 

標記 長橢圓形,深咖啡色 圓形,灰紫紅色,YCP 

藥商名稱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