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11.03 

換藥原因 (11/02 公告 104053)因現用 OERN 無法配合退換貨而辦理替代。 

新舊說明  舊藥  【OERN】 新藥  【OER2】 

藥品中文名稱 
"西德有機"紅黴素硬脂酸醯膜衣

錠 250 毫克 
"景德" 紅黴素膠囊 25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Erythromycin Stearate 250mg Erythromycin 250mg Cap 

健保代碼 AC25739100 AC0010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573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010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rythromycin stearate 250mg Erythromycin stearate 25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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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球菌感染症、鏈球菌感染症、肺炎

雙球菌感染症、淋菌感染症、軟性下

疳、梅毒及一般紅絲菌素感受性菌引起

之感染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膠囊劑 

標記 棕紅色膜衣錠,圓形,SHITEH,A39 鮮紅/淺黃膠囊,長圓柱, KDM-EE,250 

藥商名稱 西德有機化學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11.03 

換藥原因 (11/02 公告 104053)104 年第三次藥委會家醫科引進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LII】 

藥品中文名稱  理脂膜衣錠 500/2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inicor F.C.T. 500/20mg 

健保代碼  AC5721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21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Niacin 500mg ;Lovastatin 20mg 

適應症  

高血脂症，且適合同時使用 Niacin 及 

lovastatin 治療者。患者在接受 Linicor 治

療之前應採用標準之低膽固醇飲食療法，並且

在 Linicor 治療期間仍應持續進行這種飲食

療法。 

副作用  
肌痛(0.7%),腹痛(0.5%),嘔吐(0.4%),肝酵素

異常(0.4%) 

其他用藥指示  
整粒吞嚥不可弄破、壓碎或咀嚼。 

避免飲用大量葡萄柚汁。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淡黃色膜衣錠,橢圓形,有切痕 

藥商名稱  東生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11.17 

換藥原因 (11/16 公告 104054)因現用 IHAV 缺貨辦理替代。 

新舊說明  舊藥  【IHAV】 新藥  【IVAQ】 

藥品中文名稱 新赫寶克 "唯德" 不活化Ａ型肝炎疫苗 

藥品英文名稱 Havrix 720 0.5ml/(A 肝疫苗) Vaqta 25IU 

健保代碼 無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456 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50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Hepatitis A Vaccine 720 ELISA 

Units/0.5ml/vial 
Hepatitis A Virus 25IU/0.5ml/vial 

適應症 Ａ型肝炎之主動免疫。 預防Ａ型肝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本疫苗須存放在 2-8℃。不可冷凍。 

劑型 滅菌懸液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

公司臺灣分公司 

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11.23 

換藥原因 (11/20 公告 104055)104 年第三次藥委會決議引進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BRI】 

藥品中文名稱  百無凝膜衣錠 9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Brilinta F.C 90mg Tab 

健保代碼  BC2569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69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icagrelor 90mg 

適應症  

Brilinta 與 Aspirin 併用，可減少急性冠心

症(包括不穩定型心絞痛、非 ST 段上升型心

肌梗塞或 ST 段上升型心肌梗塞)患者之栓塞

性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與 Clopidogrel 相

比，Brilinta 可以降低心血管死亡、心肌梗

塞發生率。於中風事件上，兩者並無差異。

對於接受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者，

Brilinta 亦可減少支架栓塞的發生。

Brilinta 與 Aspirin 併用時，Aspirin 維持

既量應避免每天超過 100 mg。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黃色膜衣錠,圓凸形,9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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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23 

換藥原因 (9/7 公告 104047)10403 因景德廠恢復供貨 ZK-1 取代 ZAT1 

新舊說明  舊藥  【ZAT1】 新藥  【ZK-1】 

藥品中文名稱 "五福" 硫酸阿托品點眼液 0.125% “景德”舒視平點眼液 0.125% 

藥品英文名稱 
Atropine sulphate 0.125% eye drops 

10ml "WU-FU"   
Kintropine 0.125﹪ Eye Drops 10ml 

健保代碼 A046564429 AC49016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56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01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tropine sulphate 1.25mg/ml; 

10ml/bot 
Atropine sulphate 1.25mg/ml;10ml/bot 

適應症 散瞳、睫狀肌麻痺 散瞳、睫狀肌麻痺。 

副作用 眼睛會畏光,近距離調節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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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畏光及近距離調力不足之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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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4.11.27 

換藥原因 10411 供應商通知現用 ENIN 缺貨，故暫以此 6gm 容量替代。 

新舊說明  舊藥  【 ENIN】 新藥  【 ENIN6】 

藥品中文名稱 "杏輝" 寧康口內膠 "杏輝" 寧康口內膠 

藥品英文名稱 Nincort oral gel 5g/tub Nincort Oral Gel 6gm 

健保代碼 AC21981421 AC21981423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1981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198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1mg/g;5g/tub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1mg/g; 

6g/tub 

適應症 

齒肉、口腔粘膜、舌、潰瘍性口

內炎、口角炎等急慢性炎症之治

療、齒槽膿漏、假牙刺激部疾患 

齒肉、口腔粘膜、舌、潰瘍性口內炎、口

角炎等急慢性炎症之治療、齒槽膿漏、假

牙刺激部疾患 

副作用 出現用藥前沒有的灼熱感、搔癢、起水泡、脫皮等。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口內膏 口內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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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27 

換藥原因 (11/27 公告 104056) 104 年第三次藥委會決議引進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EANO】 

藥品中文名稱  安肺樂易利達 55/22 mcg 乾粉吸入劑 

藥品英文名稱  
Anoro Ellipta 55/22mcg 30dose 

Inhalation Powder 

健保代碼  BC26315143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31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Vilanterol trifenatate 22mcg/dose, 

Umeclidinium 55mcg/dose;30dose/bot 

適應症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之氣道阻塞

症狀的維持治療 

副作用  
反常性支氣管痙攣，心博速率升高，狹

角性青光眼惡化，尿滯留惡化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吸入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