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4.21 

換藥原因 (2/24 公告 105005)現用 IGLB 停止供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IGLB】 新藥  【IGL25】 

藥品中文名稱 甘利腦注射液 "南光" 固利壓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Glybrain 500ml Glycerol  250ml -軟袋 

健保代碼 AC28475277 AC2498626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847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2498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lycerol 100mg/ml ; 

Fructose 50mg/ml ;  

Sodium chloride 9mg/ml 

Glycerin 100mg/ml ; 

Sodium Chloride 9mg/ml; 

Fructose 50mg/ml 

適應症 降低顱內壓、腦水腫 降低顱內壓、腦水 

副作用 
大量急速投予時,會產生乳酸酸

中毒 

1.大量、急速投與時，會產生乳酸酸中毒。  

2.偶而會出現尿潛血反應、血色素尿、血尿。  

3.有時會產生高鈉血症、低鉀血症、頭痛、噁心、口渴、

或是，較少出現的倦怠感。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玻璃瓶裝 軟袋裝 

藥商名稱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4.23 

換藥原因 (4/22 公告 105013)104 年第四次藥委會神經內科廖嘉稜主任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RAK】 

藥品中文名稱  "晟德"律莎錠 

藥品英文名稱  Rakinson 1mg 

健保代碼  AC57731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73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Rasagiline Mesylate 1mg 

適應症  

治療原發性巴金森氏症(PD)病患的單一

治療藥劑(不合併使用 Levodopa)，或做

為輔助治療藥劑與 Levodopa 同時投

予。若屬合併治療，可由每日 0.5mg 無

為治療劑量。 

副作用  
頭痛最常見、憂鬱、眩暈、肌肉骨骼疼

痛、結膜炎 

其他用藥指示  
服藥期間避免食用高酪胺酸食物如乳

酪、醃製肉類如香腸、蠶豆及啤酒等。 

劑型  錠劑 

標記  圓形,白色,切痕,R 

藥商名稱  晟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4.27 

換藥原因 外觀變更(橢圓形=>圓形) 

新舊說明  舊藥  【OLI4】 新藥  【OLI4】 

藥品中文名稱 立普妥膜衣錠 40 公絲 立普妥膜衣錠 4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Lipitor F.C 40mg Lipitor F.C 40mg 

健保代碼 BC22889100 BC2288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88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torvastatin 40mg Atorvastatin 40mg 

適應症 

高膽固醇血症、高三酸甘油脂血症。對於臨床上沒有冠心病的第二型糖尿病患

者，但是至少有任一其他冠心病危險因子，包括高血壓、視網膜病變、白蛋白尿、

或吸煙，Lipitor 適用於：降低心肌梗塞的風險、降低中風的風險。降低冠心病

高危險群的心血管事件發生率。對於臨床上沒有冠心病的高血壓患者，但是至少

有三個其他冠心病危險因子，包括第二型糖尿病、年紀大於等於 55歲、微白蛋

白尿或蛋白尿、吸煙、或第一等親在 55 歲(男性)或 60 歲(女性)前曾經發生冠心

病事件，Lipitor 適用於：降低心肌梗塞的風險、降低中風的風險、降低血管再

造術與心絞痛的風險。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膜衣錠,橢圓形,白

色,PD157,40 
膜衣錠,圓形,白色,ATV,40 

藥商名稱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4.27 

換藥原因 (2/12 公告 105004)10409 因 ILOS 將停止供貨 

新舊說明  舊藥  【ILOS】 新藥  【IOME】 

藥品中文名稱 
樂酸克靜脈點滴輸注用凍晶注射

劑 40 公絲 

“生達”瘍寧靜脈點滴輸注用凍晶注

射劑 4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osec 40mg Omezol 40mg I.V. Infusion 

健保代碼 BC19997245 AB51526245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9997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152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Omeprazole 40mg/vial Omeprazole 40mg/vial 

適應症 

下列病症無法以口服藥物有效治

療時之取代療法：十二指腸潰

瘍、胃潰瘍、逆流性食道炎及

Zollinger－Ellison 症。 

下列病症無法以口服藥物有效治療時

之取代療法：十二指腸潰瘍、胃潰瘍、

逆流性食道炎及 Zollinger-Ellison

症。 

副作用 最常報告的不良反應是胃腸症狀，例如腹瀉、噁心、便秘，以及頭痛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凍晶注射劑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阿斯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4.30 

換藥原因 
(4/27 公告 105014) 

105 年第一次藥委會心臟內科張之光副院長申請新藥 2 個劑量 

新舊說明  新藥  【OENT】 新藥  【OENT2】 

藥品中文名稱 安喘心 100 毫克膜衣錠 安喘心 200 毫克膜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Entresto F.C 100mg tablets ENTRESTO F.C 200mg tablets 

健保代碼 無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72 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7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acubitril 49mg;Valsartan 51mg Sacubitril 97mg;Valsartan103mg 

適應症 

治療慢性心臟衰竭(紐約心臟學會[NYHA]第二級至第四級)且心室射出分率降低

的患者，減少心血管死亡和心臟衰竭住院風險。說明：ENTRESTO 可以和其他心

臟衰竭療法併用，用於取代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ACEI)或血管收縮素受體阻

斷劑(ARB)。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有胎兒毒性，如發現懷孕，應儘速停用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橢圓形,淺黃色,NVR,L1 橢圓形,淺粉紅色,NVR,L11 

藥商名稱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