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佈告欄)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7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Osimertinib 80mg/tab

適應症: 非小細胞肺癌

商品名: Tagrisso

製造廠: ASTRAZENECA

健保碼: BC26968100

藥品許可證: 衛部藥輸字第026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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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Bisacodyl 5mg/tab

適應症: 暫時緩解便祕、診斷及手術前清腸。

商品名: Bisadyl

製造廠: 明德製藥

健保碼: AC09619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09619號

原商品名: Johnlax

健保碼: NC00261100

原製造廠: 強生化學製藥

藥品許可證:內衛藥製字第000261號

2021/7/12

-1

Text34:Text32:

藥名: Zolpidem 10mg/tab (管4)

適應症: 失眠症

商品名: Zolnox

製造廠: 羅得化學

健保碼: AC446051G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44605號

原商品名: Zolpidem

健保碼: AC573061G0

原製造廠: 中國化學製藥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57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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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Diflucortolone ointment 0.1%, 
10gm/tube

適應症: 濕疹、過敏性及接觸性皮膚炎、神經
性皮膚炎、牛皮癬、皮脂溢出性濕
疹、尿布疹、汗疹。

商品名: Nerisone

製造廠:  Leo Pharma

健保碼: BC22754329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2754號

原商品名: Honex

健保碼: AC55940329

原製造廠:  衛達化學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55940號

2021/7/27

-1

Text34:Text32:

藥名: Tears(artificial) 15mL/bot

適應症: 暫時緩解因眼睛乾澀所引起灼熱感與
刺激感

商品名: Tears Naturale

製造廠: Alcon

健保碼: B017091435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17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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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Atropine 0.5% eye drops 
10mL/bot

適應症: 散瞳、睫狀肌麻痺。

商品名: Santone

製造廠: 溫士頓醫藥

健保碼: AC58058429

藥品許可證: 衛部藥製字第058058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7/27

-1

Text34:Text32:

藥名: Fleet enema 118mL/bot

適應症: 便秘之緩解，大腸檢查前腸道內容物
之排空，腹部手術前之緩下劑。

商品名: Evac

製造廠: 健康化學製藥

健保碼: A034255356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34255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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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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BusPIRone hcl 10mg/tab

適應症: 焦慮狀態

商品名: Sepirone

製造廠: 優良化學製藥

健保碼: AC39778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39778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7/27

-1

Text34:Text32:

藥名: Phenazopyridine HCl 
100mg/tab

適應症: 膀胱炎、腎盂炎、尿道炎、泌尿生殖
器粘膜的鎮痛

商品名: Urodine

製造廠: 大豐製藥

健保碼: AC26175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26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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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Amoxicillin 250mg/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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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名: Amoxicillin Cap. S.

製造廠: 榮民製藥

健保碼: AC23264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23264號

原商品名: Amoxicillin Cap. 

健保碼: AC120511G0

原製造廠: 中國化學製藥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12051號

2021/7/27

-1

Text34:Text32:

藥名: Domperidone 10mg/tab(for 
oral)

適應症: 噁心、嘔吐的症狀治療，糖尿病引起
的胃腸蠕動異常。

商品名: Emetrol

製造廠: 瑞安

健保碼: AB339471G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33947號

原商品名: Nidolium

健保碼: AC326191G0

原製造廠: 杏輝藥品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32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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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Atorvastatin 40mg/tab(Lipitor, 
Pfizer)

適應症: 高膽固醇血症、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商品名: Lipitor

製造廠: PFIZER

健保碼: BC22889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2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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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