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04 

換藥原因 (5/3 公告 105015)泌尿科劉緯陽醫師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LEP3】 

藥品中文名稱  柳菩林三個月持續性藥效皮下注射劑 11.2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EUPLIN Depot 3M 11.25mg S.C. Injection 

健保代碼  BC251932CN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9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euprolide Acetate 11.25mg 

適應症  

一、前列腺癌紓解治療。二、子宮內膜異位症。三、

因子宮肌瘤引起之經血過多及貧血而預計進行手

術切除者。四、停經前乳癌，作為術後輔助療法。

五、中樞性性早熟的治療。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本類製劑用於中樞性早熟、乳癌及子宮內膜異位症

病例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 

劑型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04 

換藥原因 
(5/3 公告 105015)104 年第四次藥委會心臟內科徐敏耀醫師申請新藥，限

eGFR 值低於 30 以下才可使用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TWY】 

藥品中文名稱  倍必康平錠 80/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Twynsta Tab 80/5mg 

健保代碼  BC2544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4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elmisartan 80mg;Amlodipine 5mg 

適應症  治療高血壓，此複方藥品不適用於起始治療。

副作用  周邊水腫（4.8%）、暈眩（3.0%）與背痛（2.2%）

其他用藥指示  

1.藥片從鋁箔取出後，應立即使用，避免潮濕與

光照。2.可能有暈厥、睏倦、暈眩等副作用，請

謹慎從事開車或操作機器等活動。3.避免於懷孕

期間使用。 

劑型  錠劑 

標記  
橢圓雙面凸,白黃/藍色,白面壓印 BOEHRINGER 

INGELHEIM 及 A3 

藥商名稱  臺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04 

換藥原因 
(4/27 公告 105014) 

105 年第一次藥委會神經內科李超顧問申請新藥 2 個劑量(病患需要時再購買) 

新舊說明  新藥  【OFYC】 新藥  【OFYC4】 

藥品中文名稱 癲控達膜衣錠 2 毫克 癲控達膜衣錠 4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Fycompa F.C 2mg Fycompa F.C 4mg 

健保代碼 BC26328100 BC26329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328 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32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erampanel 2mg Perampanel 4mg 

適應症 
Fycompa 適用於 12 歲以上患者局部癲癇發作併有或未併有續發型全身發

作之輔助治療。 

副作用 頭暈嗜睡 

其他用藥指示 
1.請整粒吞服勿咀嚼。 

2.易有頭暈嗜睡,請謹慎從事開車或危險工作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圓凸形,橘色,E275,2 圓凸形,紅色,E277,4 

藥商名稱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05 

換藥原因 (5/5 公告 105016)因現用 IFOS2 缺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FOS2】 新藥  【IUFO】 

藥品中文名稱 "永信"復司黴素注射劑 優福乾粉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Folsmycin 2gm Powder for 

Injection 
UFO Powder For Inj. 2gm 

健保代碼 AC39689212 A035049212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968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04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osfomycin 2gm Fosfomycin sodium 2gm 

適應症 

綠膿菌、變形菌、沙雷氏菌、葡萄球菌、大腸菌等具有感受性細菌所引起之感

染症 (敗血症、支氣管炎、細支氣管炎、支氣管擴張症、肺炎、肺化膿症、膿

胸、腹膜炎、腎盂腎炎、膀胱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邦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10 

換藥原因 (4/27 公告 105014)因現用 OATA 缺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ATA】 新藥  【OALT】 

藥品中文名稱 壓達能軟膠囊５公絲 心福膠囊 1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tanaal 5mg Cap Alat 10mg Cap 

健保代碼 BC22593100 AC328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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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成分及含量 Nifedipine 5mg Nifedipine 1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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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軟膠囊,橢圓形,淺紅橙 膠囊劑,長圓柱形,鮮橙/鮮橙,ALAT 

藥商名稱 曼哈頓企業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20 

換藥原因 (5/20 公告 105018)消化器內科林賢平醫師申請新增 C 肝用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 新藥  【ODAK】 

藥品中文名稱  坦克干膜衣錠 6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Daklinza 60mg Tab(瓶/28Tab)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6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aclatasvir 60mg 

適應症  

(1)與 asunaprevir 併用，治療先前未曾接受治

療、不適合接受 interferon 或 ribavirin 治療或

先前曾以 interferon 及 ribavirin 治療失敗(包

括對先前治療無反應、部份反應及復發)之代償性

肝病(包括肝硬化)成人患者(18 歲及以上)的慢性

C 型肝炎基因型第 1b 型感染症。 (2)與

asunaprevir、peginterferon 及 ribavirin 併

用，治療先前未曾接受治療或先前曾以

interferon 及 ribavirin 治療失敗(包括對先前

治療無反應、部份反應及復發)之代償性肝病(包

括肝硬化)成人患者(18 歲及以上)的慢性 C型肝

炎基因型第 1型感染症。 

副作用  疲倦、頭痛、搔癢、貧血、腹瀉、噁心 

其他用藥指示  1.有胎毒性,服藥期間請避孕。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淡綠色,雙凸五角形,BMS,215 

藥商名稱  臺灣必治妥施貴寶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20 

換藥原因 (5/20 公告 105018)消化器內科林賢平醫師申請新增 C 肝用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SUV】 

藥品中文名稱  速威干軟膠囊 1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unvepra 100mg Capsule (組/盒/56cap)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6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sunaprevir 100mg 

適應症  

(1)與 daclatasvir 併用，治療先前未曾接受治療、不

適合接受 interferon 或 ribavirin 治療或先前曾以

interferon及 ribavirin治療失敗(包括對先前治療無

反應、部份反應及復發)之代償性肝病(包括肝硬化)成

人患者(18歲及以上)的慢性 C型肝炎基因型第 1b型感

染症。 (2)與 daclatasvir、peginterferon 及

ribavirin 併用，治療先前未曾接受治療或先前曾以

interferon及 ribavirin治療失敗(包括對先前治療無

反應、部份反應及復發)之代償性肝病(包括肝硬化)成

人患者(18 歲及以上)的慢性 C型肝炎基因型第 1 型感

染症。 

副作用  頭痛、疲勞、腹瀉、疲疹、噁心 

其他用藥指示  
1.有胎毒性,服藥期間請避孕。 

2.有潛在嚴重肝毒性,應定期監測肝臟酵素

(ALT,AST..等)。 

劑型  軟膠囊劑 

標記  軟膠囊,橢圓形,白至淡黃色,BMS,711 

藥商名稱  臺灣必治妥施貴寶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20 

換藥原因 (5/20 公告 105018) IHYC 缺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IHYC】 新藥  【 ITOP】 

藥品中文名稱 癌康定注射劑 托普迪肯 "山德士" 1 毫克/毫升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Hycamtin 4mg 
Topotecan Sandoz 4MG/4ML Concentrate 

for Solution for Infusion   

健保代碼 BC22449219 BC2579121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44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79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opotecan Hydrochloride 4mg Topotecan Hydrochloride 4mg 

適應症 

卵巢癌及小細胞肺癌之第二線化學治

療（第一線化療應包括白金化合物） 

Hycamtin 與 cisplatin 併用適用於治

療經組織學檢查確定患有第 IV-B 期復

發性或持續性子宮頸癌，且不適合以外

科手術及（或）放射療法進行治療的患

者 

Topotecan 用於治療卵巢癌及小細胞肺癌之第

二線化學治療(第一線化療應包括白金化合

物)。Topotecan 與 cisplatin 併用適用於治療

經組織學檢查確定患有第 IV-B 期復發性或持續

性子宮頸癌，且不適合以外科手術及(或)放射療

法進行治療的患者。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血液學毒性與劑量具相關性，應定期監測全血球計數(包括血小板) 

劑型 凍晶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23 

換藥原因 (1/12 公告 105001)比價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IMU】 新藥  【OAZA】 

藥品中文名稱 移護寧 50 毫克錠 雅迅靈膜衣錠 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Imuran 50mg Azamun F. C. 50mg 

健保代碼 BC09147100 BC25754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09147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75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zathioprine  50mg Azathioprine  50mg 

適應症 

腎臟移植手術防止排斥作用的輔

助療法、全身性紅斑狼瘡、重度

風濕性關節炎、急慢性白血病。 

腎臟移植手術防止排斥作用的輔助療

法、全身性紅斑狼瘡、重度風濕性關節

炎、急慢性白血病。 

副作用 
骨髓功能抑制、白血球減少、噁

心 
骨髓功能抑制、白血球減少、噁心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淡黃色圓形膜衣錠,有切痕 淡黃色圓形膜衣錠,有切痕 

藥商名稱 安沛國際有限公司 瑪科隆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5.31 

換藥原因 (5/20 公告 105018)10505 現用 ICOB 缺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COB】 新藥  【IVBC】 

藥品中文名稱 康必補力針 "安星" 複合維他命Ｂ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Combeplex  1ml Vitamin B Complex 1ml Injection  

健保代碼 NC03067209 N001246209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3067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124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hiamine 100mg,B2 5mg, 

B6 5mg,Nicotinamide 50mg, 

Sodium pantothenate 5mg 

thiamine 100mg,B2 5mg, 

B6 5mg,Nicotinamide 50mg, 

Sodium pantothenate 5mg 

適應症 維他命Ｂ群之缺乏症 
食慾不振、營養補給及預防或治療本

劑所含維他命缺乏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須貯存於陰涼處。  

劑型 注射劑安瓿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