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10.02 

換藥原因 (9/7 公告 104047)因現用 OOST 停止供貨而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OOST】 新藥  【OU-C】 

藥品中文名稱 "漁人"腎骨全軟膠囊 0.25 微克 活維Ｄ軟膠囊 0.25 微克 

藥品英文名稱 Ostalfa Soft 0.25ug U-CA  0.25mcg Soft Cap 

健保代碼 A040333100 AC4086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033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086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lfacalcidol 0.25mcg Calcitriol 0.25mcg 

適應症 

骨質疏鬆症、慢性腎不全引起低血鈣

症、副甲狀腺機能低下症維生素Ｄ抵

抗性佝僂病、骨軟化症。 

佝僂症、軟骨病、促進鈣磷吸收、變

他命Ｄ缺乏症、過敏性疾患。 

副作用 
噁心、便秘、食慾不振、胃部不適、發

疹、GOT、GPT、LDH、r-GTP 上升。 

嘔吐、虛弱、肌肉或骨骼疼痛、高鈣

血症 

其他用藥指示 請整粒吞服,不要咬碎。 請整粒吞服,不要咬碎。 

劑型 軟膠囊劑 軟膠囊劑 

標記 軟膠,圓型,黃色 軟膠,卵圓型,紅/白色 

藥商名稱 漁人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10.07 

換藥原因 (10/07 公告 104051)因現用 ZATR 缺貨而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ZATR】 新藥  【ZTRO】 

藥品中文名稱 硫酸阿托品點眼液 0.5% 雅托平眼藥水 0.5% 

藥品英文名稱 Atropine sulphate 0.5% oph 10ml Tropine Eye Drops 0.5% 10ml 

健保代碼 A032058429 AC58331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2058 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33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tropine sulphate 5mg/ml Atropine sulphate 5mg/ml 

適應症 散瞳、睫狀肌麻痺 散瞳、睫狀肌麻痺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1.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 10 分鐘,請先使用藥 水再用藥膏。 

2.小心從事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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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迪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10.09 

換藥原因 (8/12 公告 104042)因現用藥 OMOR 停止供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OMOR】 新藥  【 OMO15】 

藥品中文名稱 鹽酸嗎啡錠 10 毫克 "管制藥品廠"硫酸嗎啡錠 1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Morphine 10mg Morphine Sulfate 15mg Tab 

健保代碼 AC05860100 AC5630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5860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630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orphinae  HCL 10mg Morphine Sulfate 15mg 

適應症 鎮痛 重度疼痛之緩解 

副作用 

嗎啡的最主要危險在呼吸抑制，有少部分病患會發生循環系統抑制、呼吸

停止、 

休克及心跳停止。其他副作用包括：噁心、嘔吐、視力調節障礙、顏面潮

紅、心悸、膽道痙攣、 

便秘、失眠、頭痛、幻覺、精神混亂、欣快感、排尿障礙、皮膚搔癢、蕁

麻疹等。 

其他用藥指示 第一級管制藥品 第一級管制藥品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白色圓扁形錠劑,有切痕,M 白色圓扁形錠劑,有切痕,m 

藥商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

藥品製藥工廠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

製藥工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10.16 

換藥原因 (8/14 公告 104043)ZSEL 廠缺以 ZLIQ 暫代 

新舊說明  舊藥  【ZSEL】 新藥  【ZLIQ】 

藥品中文名稱 視麗兒點眼液 淚膜溶液 

藥品英文名稱 Selear Eye Drops 10ml Liquifilm Tears 15ml 

健保代碼 A004068429 B01865243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4068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65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odium Chloride 5.5mg/ml; 

Potassium Chloride 1.6mg/ml; 

Sodium Phosphate Monobasic 1.8mg/ml; 

Benzalkonium Chloride 0.05mg/ml; 

Boric Acid 12mg/ml; 

Thimerosal 0.002mg/ml 

Polyvinyl Alcohol 14mg/ml ; 

Sodium Chloride 7.8mg/ml; 

Chlorobutanol Anhydrous 5mg/ml 

適應症 
暫時緩解因眼睛乾澀所引起灼

熱感與刺激感。 
淚膜溶液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 10分鐘,請先

使用藥水再用藥膏。 

 

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10分鐘,請先使用藥水

再用藥膏。 

配帶軟式隱形眼鏡時勿用,需卸下隱形眼鏡

後再行使用。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10.17 

換藥原因 (9/7 公告 104047)ZBIO 到貨恢復使用取代 ZTOB 

新舊說明  舊藥  【ZTOB】 新藥  【ZBIO】 

藥品中文名稱 
點必效眼藥水〝愛爾康比利時

廠〞 
百福眼藥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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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代碼 BC16548421 AC4282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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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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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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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有

抗性的細菌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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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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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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