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6.07 

換藥原因 (6/7 公告 106016)皮膚科申請專案進口自費藥品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STO】 

藥品中文名稱  無 

藥品英文名稱  Stromectol 3mg /Tab |專案進口自費藥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無  (專案進口自費藥) 

主成分及含量  Ivermectin 3mg 

適應症  

1.Strongyloidiasis of the intestinal tract. 

2.Onchocerciasis 

*3.結痂型疥瘡﹝挪威疥﹞(Crusted / Norwegian 

Scabies) 

副作用  
腹瀉,嘔吐,頭暈,喉嚨腫脹,呼吸困難等狀況, 

請立即告知醫師。 

其他用藥指示  
懷孕或哺乳期婦女或體重不足 15 公斤的兒童不

建議使用。 

劑型  錠劑 

標記  白色圓形錠劑 

藥商名稱  默沙東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6.16 

換藥原因 (6/13 公告 106017)經策會決議與現用 OBRA 暫時併存，再階段性完全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OBRA】 新藥  【OENI】 

藥品中文名稱 貝樂克膜衣錠 0.5 毫克 肝敵清膜衣錠 0.5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Baraclude 0.5mg Entigin F.C 0.5mg Tab 

健保代碼 BA24469100   AC58335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4469 號  衛部藥製字第 058335 號 

主成分及含量 Entecavir 0.5mg Entecavir 0.5mg 

適應症 

治療有 B 型肝炎病毒複製跡象之

成人及 2 歲以上兒童之慢性 B 型

肝炎患者。 

治療有 B 型肝炎病毒複製跡象的成人慢

性 B 型肝炎患者。 

副作用 頭痛、疲倦、頭暈和噁心。 頭痛、頭暈、疲倦、噁心。 

其他用藥指示 
1.食物會減少吸收,所以最好空腹使用。 

2.請確實遵照醫囑使用,切勿擅自增減藥量或停藥,並請按時回診。 

劑型 膜衣錠 膜衣錠 

標記 
白色三角形膜衣錠,  

一面標記:BMS 另一面標記:1161 

白色三角形膜衣錠, 

一面標記:YSP,另一面標記:222 

藥商名稱 臺灣必治妥施貴寶股份有限公司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6.16 

換藥原因 (6/7 公告 106016)依據經策會會議紀錄決議辦理取代。 

新舊說明  舊藥  【IMEI】 新藥  【ICEA】 

藥品中文名稱 西腹黴素注射劑 喜達隆注射劑（西華美達諾）〝信東〞 

藥品英文名稱 Metacin 500mg Cetazone 500mg 

健保代碼 AC33093277 AC35182277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3093 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518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Cefmetazole sodium 500mg Cefmetazole  sodium 500mg/vial 

適應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

腦膜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菌

引起之感染症 

葡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腦膜

炎球菌及其他具有感受性細菌引起之感

染。 

副作用 

1.肝臟功能不好，營養不良的病人，則易造成凝血酶原活性的下降，而容

易出血。所以必須常補充維生素K。 

2.偶有下痢、噁心、嘔吐、念珠菌病、發燒、眩暈。 

其他用藥指示   

劑型 乾粉注射劑 乾粉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臺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6.27 

換藥原因 (6/23 公告 106018)106 年第一次藥委會泌尿科提新藥，限泌尿科專用。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DUD】 

藥品中文名稱  多適達膠囊 0.5mg/0.4mg 

藥品英文名稱  Duodart 0.5mg/0.4mg Cap 

健保代碼  BC2542310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42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utasteride 0.5mg; 

Tamsulosin 0.4mg 

適應症  
具有症狀且攝護腺增大之攝護腺肥大症的

第二線治療。 

副作用  頭暈、直立性低血壓。 

其他用藥指示  

1.整粒吞服勿咀嚼。 

2.須預防直立性低血壓的發生,謹慎從事開

車或危險工作。 

3.有胎兒毒性, 育齡婦女避免接觸。 

劑型  膠囊劑 

標記  橘/棕色長柱形膠囊,標記:GS7CZ 

藥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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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6.23 

換藥原因 (6/23 公告 106018)106 年第二次藥委會泌尿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SID】 

藥品中文名稱  喜力昂錠 100 毫克 

藥品英文名稱  Sildegra 100mg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763 號 

主成分及含量  Sidenafil 100mg 

適應症  成年男性勃起功能障礙。 

副作用  頭痛,潮紅,消化不良 

其他用藥指示  勿與有機硝酸鹽類藥物併用 

劑型  錠劑 

標記  
藍色幸運草形錠劑 

標記:雙面皆有十字剝痕,單面有 100 

藥商名稱  台灣諾華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6.23 

換藥原因 (6/23 公告 106018)106 年第二次藥委會耳鼻喉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EDIL】 

藥品中文名稱  得伏寧加強消炎噴液劑 3.0 毫克/毫升 

藥品英文名稱  Difflam FORTE 45mg/15ml Throat Spray|自費  

健保代碼  無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輸字第 025194 號 

主成分及含量  Benzydamine HCL 45mg/15ml 

適應症  

舒解口腔及咽喉疼痛，包括下列疾病或症狀引

起的疼痛：扁桃腺炎、喉嚨痛、放射治療引起

的黏膜炎、鵝口瘡潰瘍、口腔與牙周手術後疼

痛 

副作用  可能會短暫之灼熱感或刺痛或口腔麻木感 

其他用藥指示  
1.請遵醫囑使用,用後擦乾噴嘴頭避免阻塞。 

2.避光儲存。 

劑型  口腔噴液劑 

標記  綠蓋白色定量噴瓶 

藥商名稱  博士倫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6.26 

換藥原因 10602 內分泌科申請取代現用 ILA3。 

新舊說明  舊藥  【ILA3】 新藥  【ITOU】 

藥品中文名稱 蘭德仕注射劑 糖德仕注射劑 

藥品英文名稱 
Lantus 100IU/ml;3ml/筆型(淡紫色) 

Solostar 

Toujeo inj 300IU/ml;1.5ml/筆型(淡綠

色) 

健保代碼 KC00728266 KC01011272 

許可證字號 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728 號  衛部菌疫輸字第 001011 號 

主成分及含量 
Insulin Glargine 100iu/ml 

3ml/pre-filled pen 
Insulin Glargine 300IU/ml ;1.5ml/支 

適應症 糖尿病。 成人之糖尿病 

副作用 
低血糖症及罕見的注射部位過敏反

應 
可能有低血糖、過敏反應、低血鉀 

其他用藥指示 

1.請遵醫囑使用。 

2.未使用請冷藏於 2-8。C。 

3.已開封室溫貯存，應於 28 天內使

用，未用完部分應妥善丟棄。 

1.請遵醫囑使用。 

2.未使用請冷藏於 2-8。C。 

3.已開封室溫貯存，應於 28 天內使用，

未用完部分應妥善丟棄。 

4.於每日固定時間(可有前或後 3小時的

時間差)皮下注射，可於腹部、大腿或上

臂三角肌等部位輪替注射。 

劑型 注射劑 注射劑 

標記   

藥商名稱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藥品異動公告 

換藥日期 106.06.29 

換藥原因 (6/27 公告 106019)106 年第二次藥委會消化科申請新藥 

新舊說明  舊藥  【】 新藥  【OCOF】 

藥品中文名稱  秘福糖衣錠 

藥品英文名稱  Conslife S.C Tab 

健保代碼  AC323721G0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 032372 號  

主成分及含量  

Dioctyl Sodium Sulfosuccinate 20mg, 

Bisacodyl 2mg, 

Sennoside 10mg 

適應症  
便秘及綏和便秘所伴生之下列諸症狀：腹

部膨滿、腸內異常發酵、食慾不振 

副作用  腹痛、偶有噁心、嘔吐或腹鳴等。 

其他用藥指示  請整顆吞服不可咬碎。 

劑型  糖衣錠 

標記  藍綠色圓凸形糖衣錠 

藥商名稱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