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9.05 

換藥原因 
(8/25 公告 105028)105 年第二次藥委會心臟科申請新藥，會議決議列為臨

採急購品項。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CRL】 

藥品中文名稱  康立來 膜衣錠 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Coralan F.C. 5mg Tab 

健保代碼  BC26097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09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Ivabradine hydrochloride 5mg 

適應症  

治療慢性心衰竭：Ivabradine 適用於治

療紐約心臟協會(NYHA)分級第 II 到 III

級、收縮性功能不全、竇性心律且每分

鐘心跳速率≧75 的慢性心衰竭患者，且

須使用於對 β-阻斷劑為禁忌症或不耐

受時。 

副作用  
光幻覺,視力模糊,頭痛, 眩暈,心跳緩

慢,血壓控制不良 

其他用藥指示  
1.可能有光幻覺,請謹慎從事開車或危險工

作。2.避免與葡萄柚汁併用,會增加藥品濃

度。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橢圓形,淺澄色,有切痕,5、 公司標誌

藥商名稱  新加坡商施維雅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9.08 

換藥原因 (9/8 公告 105029)105 年第一次藥委會心臟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DAF】 

藥品中文名稱  道脈樂 5/80 毫克膜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Dafiro 5/80mg F.C. Tab 

健保代碼  BC2591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91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mlodipine 5mg,Valsartan 80mg 

適應症  
治療高血壓，此複方藥品不適用於起始治

療。 

副作用  
週邊性水腫、眩暈、頭痛、潮紅、疲

倦。 

其他用藥指示  勿與葡萄柚汁併服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淡黃色圓形,,NV,NVR 

藥商名稱  
瑞士商愛爾康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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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9.14 

換藥原因 (8/10 公告 105026)比價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COL】 新藥  【OCOH】 

藥品中文名稱 "塩野義"可樂喜定錠 0.5 毫克 "景德"秋水仙鹼片 0.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Colchicine 0.5mg Colchicine 0.5mg Tab 
健保代碼 AC303961G0 NC06271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0396 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627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olchicine 0.5mg Colchicine 0.5mg 

適應症 痛風 痛風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出現噁心,嘔吐,腹瀉 應立即停藥。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圓扁,天藍色,有切痕,592 錠劑,圓凸形,淡紫紅,有剝痕,SK,300 

藥商名稱 台灣塩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9.14 

換藥原因 (8/10 公告 105026) 105 年第二次藥委會侯堅醫師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ESEB】 新藥  【EULI】 

藥品中文名稱 吸補力吸入膠囊 50 微克 昂帝博吸入膠囊 110/50 微克 

藥品英文名稱 
Seebri Breezhaler 50mcg Inhalation 

Powder Hard Cap 

Ultibro Breezhaler 110/50mcg Inhalation 

Powder Hard Cap 
健保代碼 BC26157400 BC26301443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157 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30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Glycopyrronium bromide 50 
mcg/cap 

Indacaterol Maleate 110mcg/cap; 
Glycopyrronium bromide 50mcg/cap 

適應症 慢性阻塞性肺疾之維持治療。 慢性阻塞性肺疾之維持治療。 

副作用  
咳嗽，口咽部疼痛包括喉嚨刺激，頭

痛，鼻炎。 

其他用藥指示 
僅可吸入使用。膠囊不可吞服。 

 

僅可吸入使用。膠囊不可吞服。 

膠囊應存放在鋁箔片中以防潮，只有在使

用前才取出。 

劑型 吸入用膠囊劑 吸入用膠囊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9.18 

換藥原因 (8/18 公告 105027) ITAL 到貨,ITAP 用完鎖停. 

新舊說明  舊藥  【ITAP】 新藥  【ITAL】 

藥品中文名稱 "永信" 達比黴素注射劑 2.25gm 達比黴素凍晶注射劑 4.5gm 

藥品英文名稱 Tapimycin 2.25gm Tapimycin Lyo 4.5gm 

健保代碼 AB457042CX AB5596622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70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596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iperacillin 2gm, 
Tazobactam 0.25gm 

Piperacillin 4gm, 
Tazobactam 0.5gm 

適應症 

對 PIPERACILLIN 具有感受性，以及對

PIPERACILLIN 具抗藥性但對

PIPERACILLIN/TAZOBACTAM 有感受性之

β-LACTAMASE 產生菌株所引起之中至

嚴重程度感染。 

對 Piperacillin 具有感受性，以及對

Piperacillin 具有抗藥性但對

Piperacillin/Tarzobatam 有感受性之

β-lactamase產生菌株所引起之中至嚴重程度感

染。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凍晶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