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5.03 

換藥原因 
(5/2 公告 106012) 

106 年第一次藥委會感染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CEI】 

藥品中文名稱  適汎平 乾粉注射劑 1 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Cefim 1gm Powder for Injection 

健保代碼  AC4883420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883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efepime 1gm/vial 

適應症  對 Cefepime 具感受性之細菌感染症。 

副作用  過敏反應、腹瀉、頭痛。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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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5.05 

換藥原因 
(5/5 公告 106013) 

106 年第一次藥委會骨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舊藥  【ORET】 

藥品中文名稱  瑞骨卓 35 毫克膜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Reosteo 35mg Tab 

健保代碼  BA2584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84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Risedronate Sodium 35mg 

適應症  

一、治療及預防停經後的骨質疏鬆症。二、

治療具有高度骨折風險(定義為有骨質疏鬆症

骨折病史，或具有多項骨折危險因子)之骨質

疏鬆症男性患者，以增加骨質(Bone Mass)。 

副作用  
不良反應:消化不良\低血鈣\顎骨壞死\骨骼肌肉

疼痛。 

其他用藥指示  

1.每週固定同一天早晨空腹 30 分服用,併約 200 

cc 水整粒吞服。2.服藥後 30 分鐘內,勿平躺及食

用其他物品。3.如看牙醫,請告知醫師您有服用

Reosteo。 

劑型  膜衣錠 

標記  橘色橢圓形膜衣錠,標記 RS/35 

藥商名稱  旭能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5.08 

換藥原因 
(5/2 公告 106012) 

105 年第三次藥委會皮膚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 新藥  【EACZ 】 

藥品中文名稱  雅若凝膠５０毫克/公克 

藥品英文名稱  Aczo Gel 50mg/gm 10gm/tub 

健保代碼  A034127329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4127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enzoyl Peroxide 500mg/10gm 

適應症  治療尋常性痤瘡。 

副作用  
過敏性皮膚炎、過度的皮膚乾燥、脫皮、

刺痛 

其他用藥指示  
1.使用期間須避免日曬。 

2.毛髮、衣物勿接觸本品，以免被漂白脫色。

劑型  外用凝膠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5.12 

換藥原因 

(5/2 公告 106012) 

106 年第一次藥委會小兒科申請新藥，並取代現用 OM-S Medicon syrup 

60ml。 

新舊說明  舊藥  【OM-S】 新藥  【OBUT】 

藥品中文名稱 滅咳康糖漿 舒咳寧液 0.8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Medicon syrup 60ml Butmira Liquid 48mg/60ml 

健保代碼 A000604151 AC5854615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0604 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54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extromethorphan Hbr 2.5mg/ml 
Potassium cresolsulf 15 mg/ml 

Butamirate Citrate 0.8mg/ml 

適應症 鎮咳、袪痰 
鎮咳(感冒、支氣管炎、氣喘性支氣管

炎所引起之咳嗽)。 

副作用  
極少數人可能有噁心、發疹、腹瀉、暈眩

等現象。 

其他用藥指示  
1.密蓋儲存 25℃以下，避免陽光直射。
2.可能有暈眩、請小心從事開車或危險工

作。 

劑型 糖漿劑 內服液劑 

標記 塑膠瓶裝,褐色糖漿 塑膠瓶裝,橘色液體 

藥商名稱 台灣塩野義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5.17 

換藥原因 (5/11 公告 106014)106 年第一次藥委會身心內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ESZ】 

藥品中文名稱  "信東" 艾斯樂錠２公絲 

藥品英文名稱  Eszo 2mg Tab 

健保代碼  AC42646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4264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stazolam 2mg 

適應症  失眠。 

副作用  

偶有嗜眠、精神恍惚、眩暈、步行失調、

頭痛、頭重、不快感、情感增盛、發音障

礙等症狀出現。 

其他用藥指示  

1.避免喝酒或葡萄柚汁併服。2.翌晨可能仍

有睡意,避免開車或從事危險機械操作工作。

3.勿自行加量或延長服用。4.有懷孕或哺乳

者請先告知醫師。5.按時回診。6.第四級管

制藥品 

劑型  錠劑 

標記  
白色圓扁錠劑,標記 ST 

 

藥商名稱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5.24 

換藥原因 (5/11 公告 106014)比價更換 

新舊說明  舊藥  【IPRM】 新藥  【IIMP】 

藥品中文名稱 "生達"普克胃注射液 "南光"英百朗注射液 

藥品英文名稱 Promeran (primperan)9.08mg Imperan 10mg/2ml Injection 

健保代碼 AB03552212 AC05896212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3552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05896 號  

主成分及含量 Metolcopramide 9.08mg/2ml Metolcopramide 10mg/2ml 

適應症 
預防嘔吐、逆流性消化性食道炎、

糖尿病引起之胃腸蠕動異常 

預防嘔吐、逆流性消化性食道炎，糖尿病

引起之胃腸蠕動異常 

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 
不建議長期(超過 12 週)使用,易產生遲發性運動障礙(tardivedyskinesia),不良

反應:肌張力失調(dystonias)及錐體外路徑反應(extrapyramidal reactions).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5.30 

換藥原因 
(5/25 公告 106015) 

106 年第一次藥委會血腫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IPAS】 

藥品中文名稱  裴米索注射液３公絲/公撮 

藥品英文名稱  Pamisol 15mg/5ml Concentrated Injection 

健保代碼  BC23633221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363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Pamidronate Disodium 3mg/ml; 

適應症  
惡性腫瘤之蝕骨性骨頭轉移、惡性高血鈣

症。 

副作用  

常見是無症狀的低血鈣症和發燒(體溫會升高

1~2℃)，通常在輸注後的 48 小時內發生，發

燒通常會自行消褪，不須特別治療。有臨床

症狀的低血鈣症則很罕見。 

其他用藥指示  
不應直接靜脈“推注”給予，應稀釋並緩慢靜

脈輸注給予。 

劑型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新加坡商赫士睿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