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佈告欄)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6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Acyclovir 400mg/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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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痘之感染。

商品名: Acylo

製造廠: 信東生技

健保碼: AB44122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44122
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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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安心使用 長庚醫院關心您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6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Simethicone susp. 
20mg/ml,60ml/bot

適應症: 解除脹氣、緩解氣脹相關症狀

商品名: Wilcon

製造廠: 晟德

健保碼: NA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38303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皇佳化學

藥品許可證: ---

2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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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34:Text32:

藥名: Hydroxyurea 500mg/cap

適應症: 治療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治療前期與
安寧療護）。 2. 治療復發、轉移或
不可開刀之卵巢癌。 3. 與輻射線治
療併用於除唇外之原發性頭及頸鱗狀
細胞癌之局部控制

商品名: Hydrea Capsules

製造廠: Corden Pharma Latin

健保碼: X000211100

藥品許可證: ---

原商品名: Hydrea Capsules

健保碼: BC23135100

原製造廠: Corden Pharma Lat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輸字第0231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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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安心使用 長庚醫院關心您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6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Tofacitinib ext. release 
11mg/tab

適應症: 類風濕性關節炎 適用於治療患有中
至重度活動性類風濕性關節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RA)且對
methotrexate無法產生適當治療反應
或無法耐受methotrexate之成人病人

商品名: Xeljanz Xr Extended

製造廠: PFIZER

健保碼: BC27000100

藥品許可證: 衛部藥輸字第027000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6/21

-1

Text34:Text32:

藥名: Flecainide acetate 100mg/tab

適應症: 突發性上室心搏過速,突發性心房纖
維顫動,嚴重心室性心搏過速

商品名: Tambocor

製造廠: Unique Pharmaceutic

健保碼: B020548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0548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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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安心使用 長庚醫院關心您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6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Foster(Beclomethasone 
100mcg+formoterol 
6mcg)inhaler/DS,120DS/bot

適應症: 氣喘: Foster適用於需規律使用吸入
型皮質類固醇與長效beta 2致效劑合
併治療的氣喘病患。 慢性阻塞性肺
病(COPD): 患有較嚴重之慢性阻塞性
肺病(FEV1少於預測值之50%)及有反
覆惡化病史，已定期使用長效型支氣

商品名: Foster

製造廠: CHIESI FARMACEUTICI

健保碼: BC250921FL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5092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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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34:Text32:

藥名: Nifedipine 10mg/cap

適應症: 狹心症、高血壓

商品名: Nedipin

製造廠: 衛達化學製藥

健保碼: AC27439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27439號

原商品名: Alat

健保碼: AC328011G0

原製造廠: 永信藥品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328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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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安心使用 長庚醫院關心您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6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MethoTREXATE 2.5mg/tab

適應症: 絨毛膜腫癌、白血病、淋巴肉腫、水
囊狀胎塊、乾癬

商品名: Methotrexate

製造廠: EXCELLA GMBH & CO.

健保碼: BC22726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2726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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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34:Text32:

藥名: Felodipine 5mg/tab 
(Plendil,AstraZeneca)

適應症: 高血壓、心絞痛

商品名: Felpin Extended Rel

製造廠: 信東生技

健保碼: AB45392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45392
號

原商品名: Plendil Tablets

健保碼: BC17488100

原製造廠: ASTRAZENECA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輸字第0174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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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安心使用 長庚醫院關心您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6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Baclofen 10mg/tab

適應症: 限於脊髓和大腦疾病或損傷引起的肌
肉痙攣。

商品名: Befon

製造廠: 美時化學

健保碼: AC37140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37140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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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安心使用 長庚醫院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