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9.01 

換藥原因 (9/7 公告 104047)10408 因 OALT 缺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ALT】 新藥  【OATA】 

藥品中文名稱 心福膠囊 10 公絲 壓達能軟膠囊５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lat 10mg Cap Atanaal 5mg Cap 

健保代碼 AC32801100 BC2259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2801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59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ifedipine 10mg Nifedipine 5mg 

適應症 狹心症、高血壓 狹心症、高血壓 

副作用 
頭痛、潮紅、暖熱感、眩暈和嘔吐、

發疹、搔癢等過敏現象。 

頭痛、潮紅、暖熱感、眩暈和嘔吐、

發疹、搔癢等過敏現象。 

其他用藥指示 
不與葡萄柚汁併服，可避免交互作

用產生。 

不與葡萄柚汁併服，可避免交互作用

產生。 

劑型 膠囊劑 軟膠囊劑 

標記 膠囊劑,長圓柱形,鮮橙/鮮橙,ALAT 軟膠囊,橢圓形,淺紅橙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曼哈頓企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9.07 

換藥原因 (9/7 公告 104047)10408 腫瘤科於 104 年第三次藥委會提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TAS】 

藥品中文名稱  泰息安膠囊 1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Tasigna 150mg Cap 

健保代碼  BC2531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31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ilotinib 150mg 

適應症  
新確診之慢性期費城染色體陽性的慢性骨髓性白

血病 

副作用  皮疹、搔癢、頭痛、噁心、疲倦、禿髮和肌痛

其他用藥指示  

1.應整顆配水吞服，勿咬碎或磨粉。避免飲用葡

萄柚汁。 

2.避免在服藥前 2 小時與服藥後 1 小時攝取食

物。 

3.QT 間隔延長與猝死,。使用 Tasigna 前應定期

監測低血鉀症或低血鎂症並改善症狀。 

後續定期以及每次調整劑量後取得心電圖，以監

測 QTc 波,避免同時使用已知會延長 QT 間隔的藥

物以及強效 CYP3A4 抑制劑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膠囊劑,紅色,NVR/BCR 

藥商名稱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9.10 

換藥原因 (9/7 公告 104047)10408 因現用 OKAO 自 9 月起無給付而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OKAO】 新藥  【OSME】 

藥品中文名稱 "生達"高克痢懸乳液 舒腹達口服懸液用粉劑 

藥品英文名稱 
Pecolin 120ml (乳白色) 

|Kaopepctin 120ml/btl 
Smecta 3gm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 

健保代碼 N008873157 BC23349116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8873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34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Kaolin 3gm/pectin 150mg/15ml Dioctahedral Smectite 3gm 

適應症 暫時緩解輕微或中度急性腹瀉。 急性和慢性腹瀉的治療。 

副作用 便秘。 便秘。 

其他用藥指示 
須與其它藥品間隔一個小時(單

獨使用),使用前請搖勻 。 

1.每包藥粉需與半杯水(約 50 西西)混勻後

於 2餐間服用。 

2.如需併服他藥，建議間隔一段時間。 

劑型 懸液劑 粉劑 

標記 懸液劑,瓶裝,乳白色 粉劑,包裝 

藥商名稱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海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9.11 

換藥原因 (9/10 公告 104048)因現用 EPAS 缺貨至 104 年 10 月，暫換 EZAA。 

新舊說明  舊藥  【EPAS】 新藥  【EZAA】 

藥品中文名稱 保濕康 凝膠  

藥品英文名稱 Pasca Gel 10g Zalain Cream 2% 15gm 

健保代碼 A023336329 AB4384733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333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84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olnaftate 20mg/gm, 

Methyl Salicylate 20mg/gm 
Sertaconazole Nitrate 20mg/gm 

適應症 
足癬（香港腳）、股癬、體癬、花

斑癬（汗斑） 

治療皮膚表面黴菌感染，例如：足癬、

股癬、圓癬、鬚癬、手癬、念珠菌、

變色糠疹。 

副作用  
少數人於治療前幾天,會有瞬間輕微

紅腫之局部反應,無需停藥。 

其他用藥指示  不可用於眼部治療。 

劑型 外用凝膠劑 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塩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科進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09.21 

換藥原因 (9/21 公告 104049)現用 ILIC 停止供應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LIC】 新藥  【ILIY】 

藥品中文名稱 林可黴素注射液 "台裕" 林可黴素注射液 3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incomycin 300mg/ml Lincomycin  3000mg/10ml HCL inj. 

健保代碼 A015829299 AC154732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582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547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incomycin HCL 300mg/ml Lincomycin 300mg/ml 

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

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

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

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

染症 

副作用 
噁心、嘔吐、腹瀉、白血球減少。

皮膚發疹。 

噁心、嘔吐、腹瀉、白血球減少。皮膚

發疹。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小瓶 Vial 小瓶 Vial 

藥商名稱 濟生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裕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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