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3.02 

換藥原因 
(2/17 公告 106005) 

105 年第四次藥委會決議引進皮膚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EZAG】 

藥品中文名稱  達來外用凝膠 2%  

藥品英文名稱  Zalain External Gel 2% 30ml 

健保代碼  AB56698343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56698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ertaconazole Nitrate 20mg/gm 

適應症  
治療頭皮之脂漏性皮膚炎及因黴菌感染所

引起之頭皮屑。 

副作用  
少數人於治療初期,有輕微紅斑反應,無需停

藥。 

其他用藥指示  

1.取適量塗抹頭皮或頭髮上,經 3~5 分鐘後再以清水

沖洗,一週使用 2次,連續使用 2 ~ 4 週。 

2.不可用於眼部。 

3.存放於 30℃ 以下乾燥處，避免陽光直射。 

劑型  外用凝膠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科進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3.03 

換藥原因 
(3/3 公告 106007) 

106 年第一次藥委會決議重新啟用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VIR】 

藥品中文名稱  〝永信〞剋庖錠 2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Virless 200mg 

健保代碼  AC3458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58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Acyclovir 200mg 

適應症  

帶狀疱疹病毒引起之感染、單純疱疹病毒引

起之皮膚及黏膜感染、預防骨髓移植及白血

病所引起之免疫不全病人之單純疱疹感染、

復發性單純疱疹感染之抑制。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標記  
裸錠: 粉藍色圓形錠劑,有切痕 。 

標示:)YUNGSHIN(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3.07 

換藥原因 
(3/3 公告 106007) 

105 年第四次藥委會決議引進小兒科申請新藥(自費)。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INF】 

藥品中文名稱  益腹寧膠囊 

藥品英文名稱  Infloran Cap (20's/box)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25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24mg , 
Bifidobacterium Bifidum 24mg 

適應症  
暫時緩解輕度的腹瀉、腹痛及便秘、整腸(調

整排便)、軟便。 

副作用  含整腸活菌,偶有脹氣現象。 

其他用藥指示  

1.對牛乳或乳製品耐受性低者避免使用。 

2.如有發燒症狀時，使用不得超過 48 小時。 

3.儲存於 2-8。C，乾燥且避光的地方。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裸錠:黃/紅色膠囊,標示:inflora 

藥商名稱  瑪里士實業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3.16 

換藥原因 
(3/3 公告 106007)  

105 年第四次藥品委員會決議引進神經內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LIX】 

藥品中文名稱  里先安膜衣錠 6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Lixiana F.C. 60mg Tab 

健保代碼  BC26599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59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doxaban 60mg 

適應症  

1. 預防非瓣膜性心房纖維顫動(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NVAF)合併以下至少一項危

險因子之病患發生中風及全身性栓塞(systemic 

embolism)。危險因子包括：鬱血性心臟衰竭、高血

壓、年齡≧75 歲、糖尿病、先前曾發生中風或暫時

性腦缺血(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IA)。 2. 

在初始 5 到 10 日的非經腸道抗凝血藥物治療後，

Lixiana 可用於治療靜脈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靜脈栓塞包括深層靜脈

栓塞(Deep Vein Thrombosis； DVT)及肺栓塞

(Pulmonary Embolism； PE)。 

副作用  
皮膚軟組織出血(最高 5.9%)、流鼻血(最高 4.7%)、

陰道出血(9.0%) 、貧血、皮疹、肝功能檢驗值異。 

其他用藥指示  
1.手術前(包括拔牙)應告知醫師服用此藥。 

2.勿隨意停藥,因停藥增加中風風險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裸錠:黃色圓形錠。 

標示:一面有 DSC 及 L60 字樣，另一面無標示。 

藥商名稱  台灣第一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3.16 

換藥原因 
(2/27 公告 106006)  

105 年第四次藥委會決議引進心臟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UNI】 

藥品中文名稱  優雅錠 8 毫克/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Unisia 8mg/5mg Tab 

健保代碼  BC26179100 

許可證字號  衛部藥輸字第 026179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andesartan Cilexetil 8mg   
Amlodipine 5mg 

適應症  

治療高血壓。Candesartan Cilexetil/Amlodipine 

8mg/5mg Tablets 用於以 Candesartan Cilexetil 每

日8mg或Amlodipine每日5mg仍然無法適當控制血壓

過高之高血壓症。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標記  

裸錠:粉紅色橢圓形錠劑, 

標示:一面有 HD字樣,另一面有  標示圖樣及 273 字樣 
鋁箔排裝:銀色鋁箔,每片 10 粒。 

藥商名稱  台灣武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