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06 

換藥原因 (5/4 公告 104022)因現用 ZBIO 缺貨，依據採購課簽呈辦理暫代。 

新舊說明  舊藥  【 ZBIO  】 新藥  【 ZTOB 】 

藥品中文名稱 百福眼藥水 0.3% 點必效眼藥水〝愛爾康比利時廠〞 

藥品英文名稱 Biomicin Oph sol 0.3% 15mg/5ml Tobrex  oph solution 5ml/btl 

健保代碼 AC42823421 BC16548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2823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654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obramycin 3mg/ml;5ml/bot tobramycin 15mg/5ml 

適應症 

眼睛感染及眼附屬器官的感

染，對於一般抗生素有抗性的細

菌感染。 

眼睛感染及眼附屬器官的感染、對於一

般抗生素有抗生素有抗性的細菌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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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商愛爾康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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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5.06 

換藥原因 (5/4 公告 104022)因現用 IUN1 缺貨辦理替代 

新舊說明  舊藥  【 IUN1 】 新藥  【 ISUB  】 

藥品中文名稱 優耐迅肌肉/靜脈注射劑 "永信" 優合西林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Unasyn 1.5gm Subacilin  1.5gm Injection 

健保代碼 BC20144210   AC4654421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014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54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mpicillin 1000mg 

Sulbactam 500mg 

Ampicillin 1000mg 

Sulbactam 500mg 

適應症 

鏈球菌、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克

雷氏菌、沙雷氏菌、流行感冒嗜血

桿菌、口引口朵陰性變性桿菌屬、

檸檬酸菌屬、厭氧性細菌

(Bacteriodes、Fusobacterium、

Clostridium difficile)、 

Branhamella catarrhalis 引起之感

染症。 

鏈球菌、葡萄球菌、大腸桿菌、克雷

氏菌、沙雷氏菌、流行感冒嗜血桿菌、

口引口朵陰性變形桿菌屬、檸檬酸菌

屬、厭氧性細菌(BACTERIODES 

FUSOBACTERIUM, CLOSTRIDIUM 

DIFFICILE)、BRANHAMELLA 

CATARRHALIS 引起之感染症。 

副作用 
常見有貧血、血小板減少症、嗜伊紅血球增生、靜脈炎、腹瀉、高膽紅素

血症、注射部位疼痛、ALT/AST 增加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04 

換藥原因 OFUK Fukole 50mg 英文商品名變更 Flu-D 50mg 

新舊說明  舊藥  【 OFUK 】 新藥  【 OFLD 】 

藥品中文名稱 膚肯膠囊 50mg 

藥品英文名稱 Fukole 50mg Flu-D 50mg 

健保代碼 AC4468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68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luconazole 50mg 

適應症 
念珠菌局部或全身感染、囊球菌感染、預防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病人的黴

菌感染。 

副作用 噁心、腹痛、腹瀉、腹脹、皮疹 

其他用藥指示 請勿與含葡萄柚汁或酒精的飲料併服。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白/藍膠囊劑、YSP、FEC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09 

換藥原因 10405 現用 ILEV 缺貨，依據採購課簽呈辦理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 ILEV  】 新藥  【 INOE 】 

藥品中文名稱 力復非他注射液 心復壓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Levophed 4mg/4ml Norepine 4mg/4ml injection 

健保代碼 BC22013219 AC5042821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01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042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orepinephrine 4mg/4ml Norepinephrine  Bitartrate 4mg/4ml 

適應症 急性低血壓、心跳停止 急性低血壓、心跳停止。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應使用 D5W 或 D5S 稀釋，避免單獨使用於生理食鹽水中，因為葡萄糖可

以防止藥物因氧化而降低藥效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新加坡商赫士睿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04 

換藥原因 (5/4 公告 104022) 104 年度第一次藥委會決議進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PEJ】&【IPEJF】 

藥品中文名稱  賀疾妥注射液 42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Perjeta 420mg/14ml &  

Perjeta 420mg/14ml | (自費加贈)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94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ertuzumab 420mg/14ml 

適應症  

Perjeta 與 Herceptin 及 docetaxel 併用於

治療轉移後未曾以抗 HER2 或化學療法治療

之 HER2 陽性轉移性乳癌病患。 

副作用  
輸注相關的反應、過敏反應/全身性過敏反應、

左心室功能不全。 

其他用藥指示  

1.阻光冷藏於 2-8℃,僅可使用僅可使用僅可使用僅可使用 0.9%0.9%0.9%0.9%氯化鈉注射氯化鈉注射氯化鈉注射氯化鈉注射

液稀釋液稀釋液稀釋液稀釋。。。。若稀釋後未立即使用，冷藏於 2-8℃下

最多可存放 24 小時 

2.第一次840mg輸注>60分鐘,注意發燒或寒顫或

噁心等反應。第二次 420mg 輸注>30 分鐘,一樣觀

察輸注反應。 

3.有心臟毒性/胎兒危害,要監測左心室射出率

LVEF/避免懷孕。 

劑型  注射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羅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12 

換藥原因 (4/16 公告 104019)因 IALL 停止供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IALL】 新藥  【 ICHL】 

藥品中文名稱 亞烈明注射液 縮水蘋果酸氯芬尼拉明針 5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llermin  5 mg/ml Chlorpheniramine Maleate 5mg/1ml  

健保代碼 NC02816209 NC03002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2816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300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hlorpheniramine 5mg Chlorpheniramine 5mg 

適應症 
過敏性鼻炎、氣喘、蕁麻疹、濕疹、

皮膚搔癢症、過敏性疾患。 

過敏性鼻炎、氣喘、蕁麻疹、濕疹、皮

膚搔癢症、過敏性疾患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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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19 

換藥原因 (5/19 公告 104025) 因現用 EMYB 缺貨，另以 16GM 規格量替代。 

新舊說明  舊藥  【 EMYB】 新藥  【 EMYB1】 

藥品中文名稱 美康乳膏 10g 美康乳膏 16g 

藥品英文名稱 Mycomb Cream 10g My Comb Cream 16g 

健保代碼 AC21924329 AC2192433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192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ystatin100000unit/g  

Neomycin sulfate2.5mg/g  

Gramicidin 0.25mg/g 

Triamcinolone acetonide1mg/g ; 

10g/tub 

Nystatin100000unit/g 

Neomycin sulfate2.5mg/g 

Gramicidin 0.25mg/g 

Triamcinolone acetonide1mg/g  

16g/tub 

適應症 濕疹、過敏性和發炎性皮膚病、續發性細菌或黴菌感染（念珠菌感染）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勿用以點眼及在眼圈附近塗敷，亦不得用於皮膚結核、急性單純疹、天

花、水痘。 

劑型 乳膏劑 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19 

換藥原因 (5/12 公告 104024)10404 因現用 ONE2 廠商回收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NE2】 新藥  【ONEM】 

藥品中文名稱 "西德有機"新黴素膠囊 250 毫克 紐奧黴素膠囊 25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Neomycin 250mg Neomycin 250mg Cap 

健保代碼 NC05396100 AC11518100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539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151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eomycin sulfate 250mg Neomycin sulfate 250mg 

適應症 
革蘭氏陽性菌及革蘭氏陰性菌之感

染症 
手術前或肝昏迷之病人用於腸道局部殺菌 

副作用 

長期使用會有腎障礙及聽覺困難 

食慾不振，噁心，下痢等 

降低維他命之吸收 

噁心、嘔吐、腹瀉、發紅、掻癢、皮膚炎；

嚴重者-神經肌肉阻斷、呼吸麻痺、耳毒性、

腎毒性。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白色膠囊,SHITEH/A56 黃/暗紅膠囊  

藥商名稱 西德有機化學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順華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19 

換藥原因 (3/26 公告 104014)因現用 ZGEN5 缺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GEN5】 新藥  【ZGES】 

藥品中文名稱 見達眼藥水３公絲/公撮 "景德" 漸得明眼藥水 0.3% 5ml 

藥品英文名稱 
Gentamycin Oph solution 

15mg/5ml 
Gendermin oph. solution 0.3﹪15mg/5ml 

健保代碼 A034070421 AC47117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07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11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entamicin sulfate 15mg/5ml Gentamycin sulfate 3mg/ml;5ml/bot 

適應症 

結合膜炎、眼臉炎、角膜炎、結

合性角膜炎、鞏膜表面炎、淚囊

炎、角膜潰瘍、臉腺炎。 

結膜炎、角膜炎、麥粒腫、瞼結膜炎、淚

囊炎、眼瞼緣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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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19 

換藥原因 (5/26 公告 104028)因現用 EKET 規格量缺貨，故以 15gm 容量替代 

新舊說明  舊藥  【EKET】 新藥  【EKET1】 

藥品中文名稱 "杏輝"必克多黴乳膏 10gm "杏輝"必克多黴乳膏 15gm 

藥品英文名稱 Ketoconazole Cream10g Ketoconazole Cream 15g 

健保代碼 AC35183329 AC3518333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18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Ketoconazole 2% 200mg/10g Ketoconazole 2% 300mg/15g 

適應症 皮膚黴菌和酵母菌所引起的皮膚、頭髮及指甲感染症。   

副作用 塗抹後可能有刺激及灼熱感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21 

換藥原因 (5/26 公告 104028)因現用 EXYL 原料不符規範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EXYL】 新藥  【EALO】 

藥品中文名稱 "杏輝" 喜癒痔軟膏 益痔康軟膏 

藥品英文名稱 Xylmol ointment 15gm Alcos-anal Ointment 

健保代碼 A021455335 AC428443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145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284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idocaine 50mg/gm ; 

Aluminium acetate 35mg/gm ; 

Zinc oxide 180mg/gm ; 

Hydrocortisone acetate 2.75mg/gm  

15gm/tub 

Sodium Oletate 100mg/gm; 

Thesit 20mg/gm; 

Chlorcarvacrol 1mg/gm 

適應症 
痔瘡、肛門搔癢、直腸炎、肛門周

圍膿腫及脫肛、肛門裂傷 
痔瘡。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軟膏劑 軟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育新企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22 

換藥原因 (5/12 公告 104023)林賢平主任申請專案進口/C 肝用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 新藥  【OSOV】 

藥品中文名稱  無 

藥品英文名稱  Sovaldi 400 mg F.C Tab 專案進口藥品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無 

主成分及含量  Sofosbuvir 400mg 

適應症  與其他抗病毒藥物合併用於治療慢性 C 型肝炎。 

副作用  
常見副作用為貧血、血球低下、頭痛、類似流行感冒症候

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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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藥品不可單獨使用，需合併長效干擾素(PegInterferon)或雷巴

威林(Ribavirin))。 

1.專案進口藥品，不可作為任何其他臨床用途使用，或將此藥

品提供給他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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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藥品需合併其他抗 C 型肝炎病毒藥物，療程需要服用

至少 12 週。 

5.Coadministration of amiodarone with SOVALDI in 

combination with another DAA may result in serious 

symptomatic bradycardia.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黃色長橢圓形,GSI,7977 

藥商名稱  Gilead Sciences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5.26 

換藥原因 (5/12 公告 104024)因現用 ONIE 缺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NIE】 新藥  【ONIY】 

藥品中文名稱 〝美時〞美善妮媚錠 100 毫克 "十全" 逆炎錠 1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Nimed 100mg Niyan 100mg Tab 

健保代碼 AC44022100 AC4815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02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15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imesulide 100mg Nimesulide 100mg 

適應症 急性疼痛之緩解。 急性疼痛之緩解。 

副作用 
胃灼熱、噁心、胃不適、腹瀉、頭

痛、頭暈或昏睡類 
眩暈、噁心、嘔吐、腹瀉、肝臟酵素增加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圓形,米白 圓形,白色,SC/N04 

藥商名稱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