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7.13 

換藥原因 (7/13 公告 104036)因現用 EAZE 停止供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EAZE】 新藥  【ELEO】 

藥品中文名稱 使痘消軟膏 “瑪科隆”蜜可舒乳膏 

藥品英文名稱 Azeic-A Cream 5gm Leo Cream 200mg/gm 5g 

健保代碼 AC41753321 AC368653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175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686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zelaic acidmicronised 1000mg/5gm Azelaic Acid 200mg/gm; 5gm/tub 

適應症 尋常性座瘡。 尋常性痤瘡。 

副作用 
初期使用會有局部皮膚刺激感,如變

紅/發癢/脫皮/灼熱感,之後會緩解。 

初期使用會有局部皮膚刺激感,如變

紅/發癢/脫皮/灼熱感,之後會緩解。 

其他用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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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科隆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7.13 

換藥原因 (7/13 公告 104036)10406 林賢平主任申請專案進口 C 肝用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OLY】 

藥品中文名稱  無 

藥品英文名稱  Olysio 150mg (組/3 盒/84c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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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eprevir 150mg 

適應症  

與其他抗病毒藥物合併用於治療慢性 C型肝

炎。此藥品不可單獨使用，需合併長效干擾素

(PegInterferon)或雷巴威林(Ribavirin)或

sofosbuvir。 

副作用  
服藥期間注意防曬措施，避免光敏感反應； 

如有嚴重皮疹，請立即與醫師聯絡。 

其他用藥指示  室溫貯存，遠離高溫/光照。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白色膠囊/TMC435 /150 

藥商名稱  
Janssen Cilag Spa,Latina,Italy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OLYSIO 150 MG CAPSULE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7.17 

換藥原因 (7/17 公告 104038)IB-C 停產,恢復使用 ICOB 

新舊說明  舊藥  【IB-C】 新藥  【ICOB】 

藥品中文名稱 美康保注射液 康必補力針 

藥品英文名稱 B-Complex 1ml Combeplex  1ml 

健保代碼 NC12925209 NC03067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12925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306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Vitamin B1 100mg、Vitamin B2 5mg、 

Vitamin B6 5mg、Nicotinamide 50mg 

Sodium pantothenate 5mg 

Benzyl Alcohol 10mg 

Vitamin B1 100mg、Vitamin B2 5mg、 

Vitamin B6 5mg、Nicotinamide 50mg 

Sodium pantothenate 5mg 

適應症 
腳氣病、熱性傳染病之補助治療、

神經炎 
維他命Ｂ群之缺乏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須貯存於陰涼處。 須貯存於陰涼處。 

劑型 注射劑安瓿 注射劑安瓿 

標記   

藥商名稱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7.18 

換藥原因 (7/13 公告 104037)104 年第二次藥委會內分泌科提新藥,自費品項。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BYD】 

藥品中文名稱  穩爾糖注射劑 2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Bydureon 2mg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87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xenatide 2mg 

適應症  第 2型糖尿病 

副作用  噁心、腹瀉。 

其他用藥指示  

1.請遵醫囑採皮下皮下皮下皮下注射使用,每週 1次。同一天

內不可注射二次劑量。若忘記注射一次劑量，

應儘可能立即投予，並且應於下一次投予之至

少三天前投予；若<3 天，則不建議補打，而應

按照原本之用藥時程施打。  

2.請貯存於 2- 8℃冷藏室。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阿斯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7.21 

換藥原因 (7/13 公告 104037)104 年第二次藥委會內分泌科提新藥。自費品項。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FOX】 

藥品中文名稱  福適佳膜衣錠 1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Forxiga F.C 10mg Tab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47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apagliflozin 10mg 

適應症  第二型糖尿病 

副作用  

脫水可能會增加低血壓風險，要攝取足

夠的液體，生殖器黴菌感染、鼻咽炎和

尿路感染 

其他用藥指示  

1.有膀胱癌病史者，請先告訴醫師。 

2.會增加生殖泌尿道感染風險，應注意

衛生清潔。 

3.服藥期間若發生尿液混濁、頻尿、尿

道疼痛、灼熱感、血尿等，請回診告訴

醫師。 

4.腎功能不全、洗腎患者請先告訴醫師。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膜衣錠、菱形黃色、1428/10 

藥商名稱  臺灣阿斯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7.21 

換藥原因 (7/13 公告 104037)104 年第二次藥委會內分泌科提新藥。自費品項。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JAR】 

藥品中文名稱  恩排糖膜衣錠 1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Jardiance 10mg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40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mpagliflozin 10mg 

適應症  第二型糖尿病 

副作用  

脫水可能會增加低血壓風險，要攝取足

夠的液體，生殖器黴菌感染、鼻咽炎和

尿路感染。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膜衣錠,圓形,淺黃色,S10 

藥商名稱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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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7.21 

換藥原因 (7/13 公告 104037)104 年第二次藥委會內分泌科提新藥。自費品項。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JAR2】 

藥品中文名稱  恩排糖膜衣錠 2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Jardiance 25mg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40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mpagliflozin 25mg 

適應症  第二型糖尿病 

副作用  

脫水可能會增加低血壓風險，要攝取足夠

的液體，生殖器黴菌感染、鼻咽炎和尿路

感染。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膜衣錠,橢圓形,淺黃色,S25 

藥商名稱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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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7.21 

換藥原因 (7/2 公告 104035)EKET 到貨換回 

新舊說明  舊藥  【EKET1】 新藥  【E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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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英文名稱 Ketoconazole Cream 15g Ketoconazole Cream10g 

健保代碼 AC35183335 AC351833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18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1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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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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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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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抹後可能有刺激及灼熱感 

其他用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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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7.30 

換藥原因 (7/29 公告 104039)到貨,恢復 ESCB 使用(目前併用至 EBCC 用完 DC) 

新舊說明  舊藥  【EBCC】 新藥  【ESCB】 

藥品中文名稱 美西乳膏 "景德"息疥軟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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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代碼 AC44252329 A0209643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25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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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7.31 

換藥原因 因 IUFO 自 8 月起無健保給付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UFO】 新藥  【IFOS2】 

藥品中文名稱 
優福乾粉注射劑（弗斯黴素）〝聯

邦〞 
復司黴素注射劑 2gm 

藥品英文名稱 UFO  2gm inj Folsmycin 2gm Powder for Injection 

健保代碼 A035049212 AC39689212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04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68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osfomycin sodium 2gm Fosfomycin sodium 2gm 

適應症 

綠膿菌、變形菌、沙雷氏菌、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等具有感受性細菌所引

起下列感染症（敗血症、支氣管炎、細支氣管炎、支氣管擴張症、肺炎、

肺化膿症、膿胸、腹膜炎、腎盂炎、膀胱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聯邦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