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6.06 

換藥原因 (2/11 公告 104007)因 ZBEO 停止供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ZBEO】 新藥  【 ZBET】 

藥品中文名稱 倍能邁新眼藥膏 "溫士頓"眼用比達爽軟膏 

藥品英文名稱 Benemycin eye Oint 3.5gm Betason-N Eye Oint 3gm 

健保代碼 A012393417 A01047841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239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047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etamethasone sodium phosphate 

1mg/g;  

neomycin sulfate 3.5mg/g;3.5g/tub 

Betamethasone 2mg/gm; 

Neomycin 3.5mg/gm 

適應症 
眼結膜炎、角膜潰瘍、鞏膜炎、過

敏性炎症、深部角膜炎 

眼科疾患、眼瞼結膜疾患、角膜疾患、

鞏膜疾患、脈絡膜疾患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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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6.10 

換藥原因 (4/21 公告 104020)104 年第一次藥委會決議進藥 

新舊說明  舊藥  【ESPI】 新藥  【ESEB】 

藥品中文名稱 適喘樂舒沛噴吸入劑 2.5 微公克 吸補力吸入膠囊 50 微克 

藥品英文名稱 
Spiriva Respimat 2.5mcg/puff 

60puff/bot 

Seebri Breezhaler 50mcg/cap,30cap/box 

Inhalation Powder Hard Cap 

健保代碼 B025033161  BC261574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033 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15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iotropium 150mcg/bot 

=(Tiotropium 2.5mcg/puff 

60puff/bot) 

Glycopyrronium bromide 50 mcg/cap 

適應症 
慢性阻塞性肺疾(包括慢性支氣管炎

及肺氣腫)維持治療。 
慢性阻塞性肺疾之維持治療。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口腔吸入劑 吸入用膠囊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6.12 

換藥原因 (6/12 公告 104032) 10312 身心內科提新藥用於鴉片類成癮的治療。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DSU】 

藥品中文名稱  解佳益 舌下錠 

藥品英文名稱  Desud Plus Sublingual Tab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025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uprenorphine  8mg 

Naloxone  2mg 

適應症  適用於鴉片類成癮的治療。 

副作用  
類流感症狀,頭痛,流汗,睡眠障礙,噁心,出汗,呼

吸抑制 

其他用藥指示  第三級管制藥品 

劑型  舌下錠 

標記  六角形,橘色,LP/24 

藥商名稱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6.17 

換藥原因 (6/12 公告 104032)104 年第二次藥委會決議進藥取代 OLEP 

新舊說明  舊藥  【OLEP】 新藥  【OLE1】 

藥品中文名稱 得緒安膜衣錠 10 毫克 離憂膜衣錠 1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epax F.C 10mg Leeyo F.C. 10 mg Tab 

健保代碼 BC25090100 AA4962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09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62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scitalopram 10mg Escitalopram 10mg 

適應症 

鬱症之治療及預防復發，恐慌

症、社交焦慮症、泛焦慮症及強

迫症之治療。 

憂鬱症之治療及預防復發。 

副作用 
最常見噁心,其次焦慮不安, 失眠,嗜睡,眩暈,顫抖,腹瀉,便祕,嘔吐,疲

倦,發熱,關節肌肉痛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橢圓形,白色,有切痕,E/L 橢圓形,白色,有切痕,CCP/158 

藥商名稱 和聯生技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6.18 

換藥原因 
10406 因現用 ICOI 缺貨，依據採購課簽呈 Jah_Petition00021744 辦理替

代。(6/22 公告 104034) 

新舊說明  舊藥  【ICOI】 新藥  【IBRO】 

藥品中文名稱 
〝台灣東洋〞克痢黴素注射劑 200

萬單位 
博益欣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Colimycin 200 萬 IU "T.T.Y" Brosym  1gm for Injection 

健保代碼 A024961212 AC58156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4961 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15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odium Colistin methanesulfonate 

200 萬 IU 
Cefoperazone Sodium 500mg 

Sulbactam 500mg 

適應症 

限用於一般抗生素無效，且具多重

抗藥性之革蘭氏陰性菌之嚴重感

染。 

適用於治療由感受性細菌所引起的下

列感染：上、下呼吸道感染、上、下

泌尿道感染、腹膜炎、膽囊炎、膽管

炎及其他腹腔內感染、骨盆發炎、子

宮內膜炎及其他生殖道感染、以及創

傷燙傷、手術後之二次感染。 

副作用  
常見胃腸不適、發疹、發燒、肝酵素

上升、維他命 K 缺乏症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6.22 

換藥原因 (6/12 公告 104032)EMYB 到貨，恢復用 10g 

新舊說明  舊藥  【EMYB1】 新藥  【EMYB】 

藥品中文名稱 美康乳膏 16g 美康乳膏 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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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代碼 AC21924336 AC2192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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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g/tub 

Nystatin100000unit/g  

Neomycin sulfate2.5mg/g  

Gramicidin 0.25mg/g 

Triamcinolone acetonide1mg/g ; 1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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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記  

藥商名稱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