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1.03 

換藥原因 
(1/3 公告 105043) 

原 Castor Oil 30ml 停用改 Oleum Ricini 30ml 自費品項。 

新舊說明  舊藥  【   】 新藥  【OOLE】 

藥品中文名稱  "應元"蓖麻子油 

藥品英文名稱  Oleum Ricini 30ml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內衛藥製字第 00508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astor Oil 30ml 

適應症  瀉劑 

副作用  可能發生上腹痛、噁心、嘔吐等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1.建議空腹使用，搭配足量開水。若覺口

感不佳，可併服果汁或碳酸飲料。 

2.若於睡前使用，應預留排便時間。 

3.勿連續使用一週以上。 

劑型  液劑 

標記  30ml 瓶裝液劑,黃色透明液體 

藥商名稱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5.01.13 

換藥原因 
(1/09 公告 106001) 

105 年第三次藥委會小兒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 新藥  【OCUR6】 

藥品中文名稱  諾快寧口服懸液用粉劑 312.5 公絲/5 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Curam  312.5mg/5ml ;60ml/bot Powder for 
Oral Suspension 

健保代碼  BC22931116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293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moxycillin 50mg/ml; 
Clavulanic acid 12.5mg/ml 

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

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染症。 

副作用  偶有腹瀉、噁心、嘔吐等不良反應。 

其他用藥指示  

1.打開瓶蓋,加冷開水至瓶身一半,鎖好瓶蓋搖

勻,再次加水至環線處搖勻,泡製液需冷藏,在 7

日內用完。 

2.每次使用前應搖勻,依指示用量服用,遵醫囑服

完療程。1 量匙是 5ml。 

劑型  懸液用粉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1.24 

換藥原因 (11/28 公告 105040)10510 因現用 ZDEL 停止供貨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ZDEL】 新藥  【ZALM】 

藥品中文名稱 “應元”傑敏眼藥水 "景德" 安敏易眼藥水 

藥品英文名稱 Dellergy Eye Drops 10ml Alminto Eye Drops 10ml 

健保代碼 AC55909429 AC483894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5909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38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ntazoline HCl 0.5mg/ml ; 
Tetryzoline HCl 0.4mg/ml, 10ml/bot 

Antazoline phosphate 0.15mg/ml, 
Tetrahydrozoline Hcl 0.5mg/ml,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0.05mg/ml 

適應症 過敏性結膜炎、眼瞼緣炎、角膜炎。 
眼睛疲勞、刺激性過敏、眼睛過

敏、結膜炎、結膜充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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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元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1.24 

換藥原因 (1/24 公告 106003)105 年第四次藥委會泌尿科申請自費用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NEI】 

藥品中文名稱  耐必多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Nebido 1000 mg / 4 ml solution for injection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68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estosterone cypionate 200mg/ml 

適應症  

經臨床徵象及實驗室檢驗確認因睪固酮缺

乏之男性生殖腺功能不足症

(hypogonadism)的替代治療。 

副作用  
紅血球增多症、體重增加、熱潮紅、痤

瘡。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1.24 

換藥原因 (1/24 公告 106003)105 年第三次藥委會感染科申請新藥(自費臨採)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RAI】 

藥品中文名稱  瑞貝塔 點滴靜脈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Rapiacta 300mg /60ml for Intravenous Drip 
Infusion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64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eramivir hydrate 300mg 

適應症  治療成人 A 型及 B 型流感病毒急性感染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注射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塩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1.25 

換藥原因 景德廠恢復供貨而更換,但容量改為 5ml 

新舊說明  舊藥  【ZAT2】 新藥  【ZKI2】 

藥品中文名稱 "五福" 硫酸阿托品點眼液 0.25% “景德”舒視平點眼液 0.25% 

藥品英文名稱 
Atropine sulphate 0.25% 10ml 

"WU-FU" eye drops   
Kintropine 0.25% eye drops 5ml 

健保代碼 A046565429 AC49186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6565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918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tropine sulphate 2.5mg/ml;10ml/bot Atropine sulphate 2.5mg/ml;10ml/bot 

適應症 散瞳、睫狀肌麻痺 散瞳、睫狀肌麻痺 

副作用 眼睛會畏光,近距離調節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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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畏光及近距離調力不足之現象,小心從事開車或操作危險機械。 

劑型 點眼液劑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五福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