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10.01 

換藥原因 
(09/23 公告 105032) 

現 IOXO 停止供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OXO】 新藥  【IOXY】 

藥品中文名稱 
“大豐”謳速生注射液 10 國際單位/

毫升 
歐利生 注射液 10 單位/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Oxocin 10IU/ml Injection Oxytocin Inj 10IU/ml 

健保代碼 AC33873229 AC469362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87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93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Oxytocin 10 IU/ml Oxytocin 10 IU/ml 

適應症 

分娩誘導、陣痛微弱、子宮內容除去

術時之應用（胞狀奇胎搔爬）、弛緩

性子宮出血、分娩後或手術後之子宮

出血、子宮收縮不全 

催產及減少產後出血。 

副作用  
虛弱、子宮陣痛、新生兒黃疸、心律

不整、噁心、嘔吐、過敏症狀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東洲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10.06 

換藥原因 (8/25 公告 105028)現用 OA-C 缺貨而開啟 OCA5 

新舊說明  舊藥  【OA-C】 新藥  【OCA5】 

藥品中文名稱 "瑪科隆"佳立鈣錠 500 毫克 "優生"碳酸鈣錠 5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A-Cal 500mg Tab Calcium Carbonate 500mg 
健保代碼 無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816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68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alcium Carbonate 500mg Calcium Carbonate 500mg 

適應症 

緩解胃部不適或灼熱感、或經診

斷為胃及十二指腸潰瘍、胃炎、

食道炎所伴隨之胃酸過多。 

緩解胃部不適或灼熱感、或經診斷為胃及

十二指腸潰瘍、胃炎、食道炎所伴隨之胃

酸過多。 

副作用 
可能有便秘或腹瀉,長期使用可能有高血鈣,腎衰竭,鹼中毒, 噁心嘔吐,頭

痛,厭食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淡黃色圓扁形,R 淡黃色圓扁形,切割痕 

藥商名稱 瑪科隆股份有限公司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10.11 

換藥原因 (9/23 公告 105031)現用 OCES 停止供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CES】 新藥  【OCEF】 

藥品中文名稱 速復適康膠囊 100 公絲 "永信" 喜復黴素膠囊 1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Cefspan 100mg Cefixmycin 100mg/Cap 
健保代碼 AC33225100 AC45699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22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569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efixime 100mg Cefixime 100mg 

適應症 

Streptococcus spp.，S.Pneumoniae，

ｎ.Gonorrhoeae，Branhamella Catarrhalis，

E.Coli，Klebsiella spp，Serratia spp.，

Proteus.spp.，H..Influenzae 菌當中，由

Cefixime 感受性菌引起之下述感染症，支氣

管炎、支氣管擴張症（感染時），慢性呼吸

系疾病的繼發性感染、肺炎、腎盂腎炎、膀

胱炎、細菌性尿道炎。中耳炎、副鼻竇炎。 

STREPTOCOCCUS SPP., S.PENEUMONIAE, 
N.GONORRHOEAE, BRANHAMELLA CATARRHALIS, 
E. COLI, KLEBSIELLA SPP., SERRATIA SPP., 

PROTEUS SPP., H. INFLUENZAE 菌當中，由

CEFIXIME 感受性菌引起之下述感染症: 支氣管炎、支

氣管擴張症(感染時)，慢性呼吸系疾病的繼發性感染、

肺炎、腎盂腎炎、膀胱炎、細菌性尿道炎、中耳炎、副

鼻竇炎。 

副作用 發疹、蕁麻疹、紅斑、嗜伊紅性白血球增多、腹瀉、胃部不適感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膠囊劑 膠囊劑 

標記 長圓柱形,淡橘色膠囊 長圓柱形,淺紅橙色膠囊,YSP,CKC 

藥商名稱 台灣安斯泰來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10.18 

換藥原因 (10/18 公告 105036)因現用 ZQU1 及 ZQU5 停止供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QU5】 【ZQU1】 新藥  【ZKAR】 

藥品中文名稱 "愛爾康比利時廠" 快納史眼藥水 柯寧優尼點眼懸液 

藥品英文名稱 Quinax oph Solu'5ml5ml5ml5ml    QUINAX OPH SOLU'15ML15ML15ML15ML 
Kary Uni 0.25mg/5ml Oph 
Suspension 

健保代碼 BC23688421421421421 BC23688435435435435 BC21628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688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162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zapentacene polysulfonate sodium 

0.15mg/ml ;5ml/bot or 15ml/bot 
Pirenoxine 05mg/ml ;5ml/bot 

適應症 老年性白內障、外傷性白內障。 初期老人性白內障。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請避光及冷藏於 2~8℃。 

開封一個月後請丟棄。 
用前先搖晃均勻 

室溫儲存並儘量瓶口朝上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懸液劑 

標記 5ml 15ml 5ml 

藥商名稱 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灣參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10.26 

換藥原因 (10/28 公告 105037)因現用 IMEO 停止生產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MEO】 新藥  【IMEO2】 

藥品中文名稱 美保朗注射液 0.5 毫克/毫升 美保朗注射液 0.5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Mecobalamine. 0.5mg/ml 5ml/amp Mecobalamine Injection 0.5mg/ml 2ml 

健保代碼 無 A036885212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688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688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ecobalamin 0.5mg/ml;5ml/amp Mecobalamin 0.5mg/ml;2ml/amp 

適應症 維他命Ｂ１２缺乏引起之巨胚紅血球性貧血、末梢性神經障礙。 

副作用 
注射部位疼痛 

發疹、頭痛、發熱感、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5ml 2ml 

藥商名稱 安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安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