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1.07 

換藥原因 (9/7 公告 104047)因現用 OMEO 換證缺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MEO】 新藥  【OMTE】 

藥品中文名稱 美得能錠 美得樂錠 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Medrone 5mg Meterone 5mg Tab 

健保代碼 AC45552100 AC4012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55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012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5mg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5mg 

適應症 繼發性閉經、官能性子宮出血。 
續發性停經、或由於纖維肌瘤或子宮

癌產生的荷爾蒙失調子宮異常出血。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橢圓形,淡紫紅色,有切痕,WD 圓形,黃色,SYG/MET 

藥商名稱 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1.11 

換藥原因 (12/21 公告 104058)與現用 OZEP 進行比價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ZEP】 新藥  【OCLN】 

藥品中文名稱 〝十全〞力癲錠 "景德" 克癇平錠２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Zepanc 2mg Clonopam 2mg Tab 

健保代碼 AC48697100 AC4534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69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34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lonazepam 2mg Clonazepam 2mg 

適應症 癲癇 癲癇 

副作用 
疲勞,嗜睡,飢肉無力或行為能力失調等皆為短暫,繼續治療或調整劑量會

自然消失 

其他用藥指示 第四級管制藥品 第四級管制藥品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白色圓形錠,有切痕,Z03,S/C 白色圓形錠,十字切痕,SK2 

藥商名稱 十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1.13 

換藥原因 (1/12 公告 105001) 104 年第四次藥委會小兒科申請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ACS】 

藥品中文名稱  "晟德" 安佳熱糖漿 24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Anti-Phen Syrup 60ml 

健保代碼  A04016415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016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cetaminophen 24mg/ml ;60ml 

適應症  
退燒、止痛(緩解頭痛、牙痛、咽喉痛、關

節痛、神經痛、肌肉酸痛、月經痛)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服用後，若有發疹、發紅、噁心、嘔吐、

食慾不振、頭暈、耳鳴等症狀時，應停藥

並就醫。 

劑型  糖漿劑 

標記  紅色糖漿劑 ,塑膠瓶裝 

藥商名稱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1.13 

換藥原因 (1/12 公告 105001) 104 年第四次藥委會小兒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GUP】 

藥品中文名稱  〝晟德〞咳酚糖漿 20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Guaphen Syrup 120ml 

健保代碼  A03609415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609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uaifenesin 20mg/ml;120ml 

適應症  祛痰 

副作用  暈眩、思睡、噁心、嘔吐及胃痛 

其他用藥指示  用前須搖勻,不與含酒精飲料併服 

劑型  糖漿劑 

標記  內服糖漿劑,塑膠瓶裝 

藥商名稱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1.14 

換藥原因 (12/21 公告 104058)比價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R-S】 新藥  【OS-S】 

藥品中文名稱 理思必妥內服液劑１毫克/毫升 "晟德" 賽力多內服液劑 1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Risperdal oral solution 

30mg/30ml 
Seridol Oral Solution 30mg/30ml 

健保代碼 BC22094143 AA48352143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09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35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Risperidone 30mg/30ml/bot Risperidone 30mg/30ml/bot 

適應症 

精神分裂症之相關症狀，雙極性

疾患之躁症發作。治療失智症病

人具嚴重攻擊性，或精神分裂症

類似症狀。 

精神分裂症之相關症狀、雙極性疾患之

躁症發作。治療失智症病人具嚴重攻擊

性，或精神分裂症類似症狀。 

副作用 失眠、躁動不安、焦慮、頭痛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內服液劑 內服液劑 

標記 棕色玻璃瓶,無色液體 白色瓶,無色液體 

藥商名稱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1.20 

換藥原因 (1/20 公告 105002) 104 年第四次藥委會感染科黃怡菁醫師申請開舊檔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 ICOI】 

藥品中文名稱  〝台灣東洋〞克痢黴素注射劑 200 萬單位 

藥品英文名稱  Colimycin 200 萬 IU "T.T.Y" 

健保代碼  A024961212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496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odium Colistin methanesulfonate 200 萬 IU 

適應症  
限用於一般抗生素無效，且具多重抗藥性之

革蘭氏陰性菌之嚴重感染。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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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1.20 

換藥原因 (1/20 公告 105002)104 年第四次藥委會小兒科提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 OCYP】 

藥品中文名稱  "晟德"希普利敏液 0.4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Cypromin Solution 0.4mg/ml;120ml/bot 

健保代碼  AC4358815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358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yproheptadine HCL 0.4mg/ml 120ml 

適應症  

皮膚疾患引起之搔癢（濕疹、皮膚炎、皮膚搔癢症、

藥物過敏反應）枯草熱、蕁麻疹、過敏性鼻炎、血管

運動性鼻炎、感冒支氣管炎引起之咳嗽、鼻涕。 

副作用  嗜眠、噁心、下痢、腹痛、頻尿等。 

其他用藥指示  

1.新生兒、早產兒、授乳之母親及對 Cyproheptadine

或 MAOI 敏感者禁止使用本藥。2.青光眼、前列腺肥

大、氣喘、幽門狹窄、年老虛弱之病人禁用本藥。3.

二歲以下兒童之用量尚未建立。4.小孩或嬰兒服用過

量會造成嗜睡、中樞神經抑制、痙攣和死亡。5.老年

人服用本藥易造成眩暈、鎮靜和低血壓。6.服用本藥

後應避免開車或操作機械。 

劑型  內服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1.25 

換藥原因 (12/24 公告 104059)與現用 OANS 進行比價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ANS】 新藥  【OANT】 

藥品中文名稱 安斯如膜衣錠 1 毫克 "杏輝"安娜斯柔膜衣錠 1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Ansuzole 1mg Anastrozole 1mg F.C. Tab 

健保代碼 AB48909100 AC56730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90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673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nastrozole 1mg Anastrozole 1mg 

適應症 

治療停經後婦女晚期乳癌。其療效對

於雌激素接受器陰性之病患尚未被

證實，除非這些病患曾經對

TAMOXIFEN 有陽性反應。輔助治療停

經後婦女且荷爾蒙接受器為陽性的

早期侵犯性乳癌。輔助治療已使用

tamoxifen2-3 年支停經後婦女且荷

爾蒙接受器為陽性的早期乳癌。 

治療停經後婦女晚期乳癌。其療效對於雌激

素接受器陰性之病患尚未被證實，除非這些

病患曾經對 Tamoxifen 有陽性反應。輔助治

療停經後婦女且荷爾蒙接受器為陽性的早

期侵犯性乳癌。輔助治療已使用 Tamoxifen 

2-3 年之停經後婦女且荷爾蒙接受器為陽

性的早期乳癌。 

副作用 
熱潮紅,毛髮稀疏,皮疹,噁心,腹

瀉,頭痛. 

熱潮紅,無力,關節疼痛/僵硬,噁心,皮

疹,頭痛. 

其他用藥指示 降低循環中雌激素濃度,可能造成骨密度減少,增加骨折之風險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膜衣錠,白色圓形雙凸, LP,36 膜衣錠,白色圓凸形,DK,505 

藥商名稱 美時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1.25 

換藥原因 (1/12 公告 105001)與現用 ZTRC 比價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ZTRC】 新藥  【 ZTOP】 

藥品中文名稱 特必邁眼藥水４公絲/公撮 "景德"通得明眼藥水 0.5% 

藥品英文名稱 Tropicamide oph solu' 5ml Topimide 0.5% Oph Solution 5ml 

健保代碼 A035597421 AC47641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59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764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ropicamide 4mg/ml;5ml/bot Tropicamide 25mg/5ml 

適應症 

瞳孔放大、睫狀肌麻痺作用（作

為眼底檢查或暫時性睫狀肌痲

痺時用）。 

散瞳及睫狀肌麻痺。 

副作用 暫時性刺痛感覺 

其他用藥指示 

(1)僅供眼部使用，點眼時請勿接觸到瓶口，以避免藥品受到污染，用畢請緊閉

瓶蓋。 

(2)點眼後眼睛避免受到強光之刺激。 

(3)使用本藥品會有眼壓上昇現象。 

(4)兒童使用時應特別注意。 

(5)勿用於房角狹窄性青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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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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