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11.03 

換藥原因 (10/27 公告 105035)10509 泌尿科/腫瘤科申請急購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ZYT】 

藥品中文名稱  澤珂錠 25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Zytiga 250mg 

健保代碼  BC26139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13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biraterone Acetate 250mg 

適應症  

ZYTIGA® 是一種 CYP17 抑制劑，與 prednisone 或

prednisolone 併用，以治療（1）藥物或手術去勢

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癌，且在雄性素去除療法失敗

後屬無症狀或輕度症狀而尚未需要使用化學治療

（chemotherapy is not yet clinically 

indicated）者。（2）藥物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

性前列腺癌且已接受過 docetaxel 治療者。 

副作用  
周邊水腫、低血鉀、高血壓、肝功能檢驗值升

高及尿道感染。 

其他用藥指示  

1.必須與 prednisone 或 prednisolone 合併使用. 

2.勿與食物併服必須空腹至少 2 小時服用,服後亦

應至少 1小時不可進食。與食物併服會升高其暴露

量，並可能因而引發不良反應。 

3.整顆以水送服。請勿壓碎或嚼碎本錠。 

4.健保使用依 9.49 (須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

用，每 3 個月需再次申請)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錠劑,橢圓白色,AA250 

藥商名稱  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11.08 

換藥原因 (10/28 公告 105037)105 年第三次藥委會眼科申請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TRA】 新藥  【ZTAF】 

藥品中文名稱 
"愛爾康比利時廠" 愛爾康舒壓坦 點

眼液 0.004% 
泰福羅坦眼藥水 

藥品英文名稱 Travatan oph solution 0.004% 2.5ml Taflotan 2.5ml Oph Solution 

健保代碼 BC24139414 BC25377414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139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37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ravoprost 0.04mg/ml;2.5ml/bot Tafluprost 0.015MG/ML 

適應症 

降低隅角開放性青光眼、慢性隅角閉

鎖性青光眼且曾施行週邊虹膜切開術

之病人或高眼壓患者之眼壓。 

隅角開放性青光眼及高眼壓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 10 分鐘,請先使用藥水再用藥膏。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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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16 

換藥原因 (10/27 公告 105035)現用 ZZAD 缺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ZAD】 新藥  【ZKIN】 

藥品中文名稱 立敏停點眼液 0.25 毫克/毫升 "景德"景克敏點眼液 0.25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Zaditen 1.25mg/5ml Eye Drop Kinzaten Ophthalmic Solution 1.25mg/5ml 
健保代碼 BC23793421 AC57143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79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714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Ketotifen 0.25mg/ml;5ml/bot Ketotifen1.25mg/5ml 

適應症 
暫時預防因過敏性結膜炎引起之

眼睛癢。 
暫時預防因過敏性結膜炎引起之眼睛癢。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1.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 10 分鐘,請先使用藥水再用藥膏。 

2.若有視力模糊或思睡的情形發生，則不應開車或操作機械。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11.21 

換藥原因 (11/21 公告 105039)105 年第三次藥委會內分泌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 新藥  【ITRU 】 

藥品中文名稱  易週糖 注射劑 1.5 毫克/0.5 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Trulicity 1.5mg/0.5ml Injection 

健保代碼  KC00978206 

許可證字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097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ulaglutide 1.5mg 

適應症  第 2 型糖尿病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1.採皮下注射每週一次 

2.未使用請冷藏於 2- 8℃貯存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禮來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11.22 

換藥原因 (11/21 公告 105039)105 年第三次藥委會胸腔內科申請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ESET】 新藥  【EREV】 

藥品中文名稱 使肺泰 250 準納乾粉吸入劑 潤娃易利達 92/22 mcg 乾粉吸入劑 

藥品英文名稱 
Seretide Accuhaler 50/250mcg/dose,60 
doses 

Relvar Ellipta 92/22 Mcg Inhalation 
Powder 30Dose 

健保代碼 BC23203137 BC26318143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203 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31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luticasone Propionate 250mcg/dose , 
Salmeterol 50mcg/dose;60dose/bot 

Vilanterol trifenatate 40mcg/dose; 
Fluticasone Furoate 100mcg/dose 

適應症 

STRETIDE 適用於可逆性呼吸道阻塞疾病(ROAD)

之常規治療，包括適合使用支氣管擴張劑及皮質

類固醇組合療法之患有氣喘的兒童與成人。這可

能包括：正在使用長效乙型作用劑(β-AGONIST)

及吸入型皮質類固醇之有效維持劑量的患者。正

在接受吸入型皮質類固醇療法，而仍有症狀之患

者。接受支氣管擴張劑之常規治療，而需要吸入

型皮質類固醇之患者。SERETIDE 適用於嚴重慢性

阻塞性肺部疾病(FEV1<50%預期值，

FEV1/FVC<70%)之維持治療，包括慢性支氣管炎

和肺氣腫。 

1.1 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維持治療：慢性

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之氣道阻塞症狀

的維持治療。降低有惡化病史患者之

COPD 惡化。 

1.2 氣喘的治療：治療適合使用吸入型

皮質類固醇及長效 β2作用劑合併治療

的 18 歲及以上氣喘患者。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使用後請漱口 使用後請漱口 

劑型 粉狀吸入劑 乾粉吸入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荷商葛蘭素史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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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24 

換藥原因 (8/25 公告 105028) 因 ZPF1 缺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 ZPF1】 新藥  【 ZECO】 

藥品中文名稱 倍力特眼用懸浮液１％ 易控炎眼藥水１％ 

藥品英文名稱 1% Pred Forte 5ml Econopred Plus 1% 5ml 
健保代碼 BC18654421 BC17400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8654 號 衛署藥輸字第 017400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rednisolone acetate 10mg/ml, 1%, 
5ml/bot 

Prednisolone acetate 10mg/ml, 1%, 
5ml/bot 

適應症 
過敏性眼瞼緣炎、結合膜炎、潰瘍性

角膜炎、異物入侵所引起之炎症。 

眼瞼炎、結膜炎、角膜炎、鞏膜炎、

虹彩毛樣體炎等過敏性疾患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 10 分鐘 併用其它眼藥應間隔 10分鐘 

劑型 點眼懸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瑞士商愛爾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