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4.06 

換藥原因 (2/17 公告 106005)因 OSUO 停產而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OSUO】 新藥  【OSOK】 

藥品中文名稱 "優生"舒您痛錠 200 公絲 速快錠 200 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Sulinton 200mg Soliky 200mg/Tab 

健保代碼 AC30612100 AC38956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061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895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ulindac 200mg Sulindac 200mg 

適應症 
骨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關節粘

連性脊椎炎、急性痛風性關節炎 

骨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

椎炎、急性疼痛性肩關節疾病（急性肩

峰下滑囊炎、上肩胛肌腱炎）及急性痛

風性關節炎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錠劑 錠劑 

標記 錠劑,六邊形,橙黃色,切痕,SUT 
錠劑,六邊形,橙黃色,切痕, 

YUNG,SHIN 

藥商名稱 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4.11 

換藥原因 (4/10 公告 106009)105 年第四次藥委會決議引進婦產科申請新藥(自費)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GON】 

藥品中文名稱  果納芬注射筆 450 國際單位/0.75 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Gonal-F 450IU/0.75ml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80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ollitropin Alfa 450IU/0.75ml 

適應症  

女性患者 (1)婦女經 CLOMIPHENE CITRATE 治療，仍無

法排卵者(含多囊性卵巢症，PCOD) 。(2)對於實施人

工生殖協助技術(ART)，如體外受精(IVF)，配子輸卵

管植入(GIFT)，合子輸卵管植入(ZIFT)的病人，可刺

激其多濾泡發育。(3)與黃體刺激素(LH)併用，使用

於嚴重缺乏黃體刺激激素與濾泡刺激激素患者的濾泡

刺激成長。男性患者治療男性對於患有先天或後天性

腺刺激素不足之性腺功能低下症，併用人類絨毛膜性

腺刺激素(hCG)，刺激精子生成。 2.無排卵或排卵過

少婦女的誘導排卵：投與 OVIDREL 可引起經刺激濾泡

成長的無排卵或排卵過少婦女的排卵及黃體化。 

副作用  
卵巢囊腫，注射部位反應，頭痛，卵巢過度刺激

綜合征，腹痛和胃腸道症狀。 

其他用藥指示  
1.請遵從醫師指示的用法用量完成療程。 

2.未開封藥品 2~8℃冷藏避光儲存。已開封室溫 25℃

避光儲存;超過 28 天請丟棄。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4.17 

換藥原因 10603 現用 IFENF 管管局通知換為壽元廠藥品而進行更改。 

新舊說明  舊藥  【IFENF】 新藥  【IFENP】 

藥品中文名稱 "菲尼斯"吩坦尼注射液 0.05 毫克/毫升 
"管制藥品廠"吩坦尼注射液 0.05 毫克/毫

升 

藥品英文名稱 Fentany 10ml (FRESENIUS ) Fentanyl 0.5mg/10ml “PPCD” Injection 

健保代碼 BC24154229 AC443322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154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433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entanyl 50mcg/ml 10ml/amp Fentanyl 50mcg/ml 10ml/amp 

適應症 
麻醉和麻醉前給藥、急性疼痛之緊

急治療。 

麻醉和麻醉前給藥、急性劇烈疼痛之

緊急治療 

副作用 噁心、嘔吐 

其他用藥指示 
吩坦尼與其他會影響到血清素神經傳導系統的藥物併用時應謹慎。 

避光，貯存於 25℃以下，置於孩童拿不到的地方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管制藥品製藥工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4.19 

換藥原因 (4/27 公告 106011)105 年第四次藥委會內分泌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TRJ】 

藥品中文名稱  糖漸平膜衣錠 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Trajenta 5mg Film-Coated Tablets 

健保代碼  BC25537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53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Linagliptin 5mg 

適應症  第２型糖尿病。 

副作用  

可能的副作用包括:低血糖(單獨使用 <1% ~ 

7%、併用 sulfonylurea 則為 15% ~ 23%、併

用 metformin <1%、pioglitazone <1%)；頭

痛(6%)、高尿酸血症(3%)、血脂異常(3%)、體

重增加(2%)、便秘(2%)、泌尿道感染(3%)、關

節痛(6%)、背痛(6%)、鼻咽炎(6% ~7%)、咳嗽

(2%)。 

其他用藥指示  
1.本品可與食物一起服用或空腹投藥。 

2.若出現低血糖症狀(心跳過速、顫抖、冒冷

汗、發抖、意識不清...等)，應立即回診。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淺紅色圓凸形錠,一面標記 D5、一面標記

百靈佳標誌。 

藥商名稱  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4.27 

換藥原因 
(2/27 公告 106006) 

105 年第四次藥委會決議引進皮膚科申請新藥，取代 ETOY2。 

新舊說明  舊藥  【ETOY2】 新藥  【ETOY1】 

藥品中文名稱 妥膚淨軟膏軟膏軟膏軟膏 妥膚淨乳膏乳膏乳膏乳膏 

藥品英文名稱 Topsym Oint 20gm TOPsym CREam 10gm 

健保代碼 AC18088338 AC180633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8088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1806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Fluocinonide 10mg/20gm Fluocinonide 5mg/10gm 

適應症 

急性濕疹、慢性濕疹、乳、小兒濕

疹、脂漏性濕疹、貨幣狀濕疹、接

觸性皮膚炎、異位性皮膚炎、尋常

性皮膚炎、尋常性乾癬、圓形脫毛

症、尋常性白斑、掌蹠膿疱症、癢

疹類（蕁麻疹樣苔癬、粟粒疹或小

丘疹、固定蕁麻疹） 

急性濕疹、慢性濕疹、乳、小兒濕疹、

脂漏性濕疹、貨幣狀濕疹、接觸性皮膚

炎、異位性皮膚炎、尋常性乾癬、圓形

脫毛症、尋常性白斑、掌蹠膿疱症、癢

疹類（蕁麻疹樣苔癬、粟粒疹或小丘

疹、固定蕁麻疹） 

副作用 皮膚:有時會出現化膿性感染症，若出現化膿性感染症時請停止使用。 

其他用藥指示 不可以使用於眼科上。 

劑型 軟膏劑 乳膏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田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田邊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4.27 

換藥原因 
(4/27 公告 106011) 

106 年第一次藥委會泌尿科申請自費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PRG】 

藥品中文名稱  必利勁膜衣錠 3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Priligy F.C 30mg/tab; 3's/box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1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apoxetine Hydrochloride 30mg 

適應症  

Priligy 用於治療年齡 18-64 歲且符合下列所

有條件的早發性射精男性：1.陰道內射精潛

伏時間短於 2 分鐘。2.難以控制射精，在性

行為插入之前、當時或不久後經過輕微刺

激，發生持續或復發性射精。3.因為早發性

射精而導致病人明顯沮喪。 

副作用  
姿態性低血壓、暈厥、噁心、嘔吐、頭

痛、頭暈、腹瀉等 

其他用藥指示  

1.性行為前 1-3 小時視需要服用，一天最多

一次。2.需整粒吞服。3.勿與含酒精的飲料

併服。4可能會頭暈或睏倦，若發生時請勿開

車或操作危險器械。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淺灰色圓凸型膜衣錠, 標記▽30 

藥商名稱  新加坡商美納里尼醫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4.27 

換藥原因 
(4/27 公告 106011) 

106 年第一次藥委會眼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ZTIO】 

藥品中文名稱  "麥迪森" 克壓眼藥水 0.25% 5ml 

藥品英文名稱  Timolol Eye Drops  0.25% 5ml 

健保代碼  AC481954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19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Timolol maleate 2.5mg/ml;5ml/bot 

適應症  青光眼、高眼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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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一個月後請丟棄。 

劑型  點眼液劑 

標記   

藥商名稱  麥迪森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