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8.03 

換藥原因 (8/3 公告 104040)104 年第一次藥委會決議進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KAD】 

藥品中文名稱  賀癌寧凍晶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Kadcyla 100mg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4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rastuzumab Emtansine 100mg 

適應症  

KADCYLA 單獨使用時能夠治療 HER2 陽

性、之前分別接受過 trastuzumab 與一

種 taxane 藥物治療或其合併療法的轉

移性乳癌病患。說明：病患應符合下列

條件：之前已經接受過轉移性癌症治

療，或在輔助療法治療期間或完成治療

後 6個月內癌症復發。 

副作用  
有肝毒性/心臟毒性/胎兒危害, 要監測

肝功能/左心室射出率 LVEF/避免懷孕 

其他用藥指示  冷藏於 2-8℃。 

劑型  凍晶注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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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8.12 

換藥原因 (8/12 公告 104042)皮膚科申請,此 20gm 規格量僅供皮膚科處方使用。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ETOY2】 

藥品中文名稱  妥膚淨軟膏 20gm 

藥品英文名稱  Topsym Oint 20gm 

健保代碼  AC18088338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808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luocinonide 10mg/20gm 

適應症  

急性濕疹、慢性濕疹、乳、小兒濕疹、脂漏性

濕疹、貨幣狀濕疹、接觸性皮膚炎、異位性皮

膚炎、尋常性皮膚炎、尋常性乾癬、圓形脫毛

症、尋常性白斑、掌蹠膿疱症、、癢疹類（蕁

麻疹樣苔癬、粟粒疹或小丘疹、固定蕁麻疹）

副作用  
皮膚起水泡、發癢、灼熱感、敏感性增加、

傷口癒合差。 

其他用藥指示  若出現化膿性感染症時，請停止使用。 

劑型  軟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田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8.12 

換藥原因 (7/2 公告 104035) IMEP 停止供應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MEP】 新藥  【IMEP2】 

藥品中文名稱 美平乾粉注射劑 500mg 美平乾粉注射劑 250mg 

藥品英文名稱 Mepem 500mg Mepem 250mg Intravenous Injection 

健保代碼 BC22115277 BC2211526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115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11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eropenem trihydrate 0.5gm/vial Meropenem trihydrate 250mg/vial 

適應症 
對ＭＥＲＯＰＥＮＥＭ具有感受性

之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對ＭＥＲＯＰＥＮＥＭ具有感受性之細菌

引起之感染症。 

副作用 腹瀉、嘔吐、肝功能異常 腹瀉、嘔吐、肝功能異常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文德藥業有限公司 文德藥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8.18 

換藥原因 
(8/18 公告 104044)新陳代謝科及血液腫瘤科申請更換期。 

目前併用至 OTDA 用完。 

新舊說明  舊藥  【OTDA】 新藥  【OFEO】 

藥品中文名稱 "元宙" 鐵達寧咀嚼錠 維他葡萄糖鐵糖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Tedalin 100mg Chewable Tab Ferrous Gluco-B S.C. Tab 

健保代碼 AC46166100 NC01822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166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182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Iron 100mg Ferrous Gluconate 300mg, 

Thiamine 10mg, 

Ascorbic Acid 30mg 

適應症 

預防及治療鐵質缺乏症、缺鐵性貧

血症。 

一般食餌性及續發性之鐵缺乏性貧

血、妊娠產前產後貧血、小兒貧血、更

年期貧血、及其他鐵缺乏性貧血。 

副作用  噁心、皮膚發紅疹、嘔吐、便秘 

其他用藥指示 糞便呈暗黑色是正常的。 

1.糞便可能呈現黑色。 

2.不宜空腹服用,服藥前後 30 分內,勿飲茶

或咖啡。 

劑型 咀嚼錠 糖衣錠 

標記 圓形,灰紫紅色,YCP 糖衣錠,圓形,紫色 

藥商名稱 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強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8.22 

換藥原因 IMAT 自 8 月起無健保給付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MAT】 新藥  【ISUA】 

藥品中文名稱 抑黴每靈注射劑 500 公絲 舒貝乾粉注射劑 5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Maxtam 500mg Sulbactam 500mg Powder for Injection 

健保代碼 A043869277 AC54647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86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464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ulbactam 500mg Sulbactam 500mg 

適應症 

Maxtam 為一 Bata-Lactamase 抑制

劑，必須與 Ampicillin 併用，適用

於治療中度至嚴重細菌感染。 

本藥為β-lactamase 抑制劑，必須與

Ampicillin 併用，適用於治療中度至

嚴重細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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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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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8.24 

換藥原因 (8/12 公告 104042)因 EXYL 恢復供貨而換回 

新舊說明  舊藥  【 EALO】 新藥  【 EXYL】 

藥品中文名稱 益痔康軟膏 "杏輝" 喜癒痔軟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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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代碼 AC42844338 A02145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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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成分及含量 
Sodium Oletate 100mg/gm; 

Thesit 20mg/gm; 

Chlorcarvacrol 1mg/gm 

Lidocaine 50mg/gm ; 

Aluminium acetate 35mg/gm ; 

Zinc oxide 180mg/gm ; 

Hydrocortisone acetate 2.75mg/gm  

15gm/tub 

適應症 痔瘡。 
痔瘡、肛門搔癢、直腸炎、肛門周圍膿

腫及脫肛、肛門裂傷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軟膏劑 軟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育新企業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