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異動(佈告欄)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Tramadol 
37.5mg+Acetaminophen 
325mg)/tab (管4)

適應症: 使用非鴉片類止痛劑無效的中度至嚴
重性疼痛

商品名: Utraphen

製造廠: 生達化學製藥

健保碼: AC57777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57777號

原商品名: Ultracet

健保碼: BC23917100

原製造廠: JANSSEN-CILAG S.P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輸字第023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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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Clobetasol propionate 
foaming soln 0.05%,25mL/bot

適應症: 牛皮癬、濕疹、扁平苔癬、盤狀紅斑
性狼瘡。

商品名: Vimax

製造廠: 臺灣田邊製藥

健保碼: AC4906334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49063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9/7

-1

Text34:Text32:

藥名: Urea cream 40%,10gm/tube

適應症: 去角質

商品名: U Soft Cream

製造廠: 中生生技製藥

健保碼: AC48437329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48437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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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Granisetron transdermal 
3.1mg/24hrs/patch

適應症: 預防連續5天使用中度及/或高度致吐
性化學療法療程的病人所引起的噁心
及嘔吐。

商品名: Sancuso

製造廠: Kindeva Drug Delive

健保碼: BC258203FP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5820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9/7

-1

Text34:Text32:

藥名: Sulpiride 200mg/tab

適應症: 精神病狀態、消化性潰瘍

商品名: Sulpin

製造廠: 榮民製藥

健保碼: AC280781G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28078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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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Entacapone 200mg/tab

適應症: 併用Levodopa/Benserazide或者
Levodopa/Carbidopa兩類藥品治療帕
金森氏症病人。

商品名: Comtan

製造廠: Orion Corporation

健保碼: BC23248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3248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9/7

-1

Text34:Text32:

藥名: Amlodipine 5mg+Benazepril 
HCl 10mg)/tab

適應症: 治療高血壓。此複方藥品不適合用於
起始治療。

商品名: Co-Amndiline

製造廠: 中國化學

健保碼: AC59395100

藥品許可證: 衛部藥製字第059395號

原商品名: Amtrel

健保碼: AB46742100

原製造廠: 臺灣東洋藥品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467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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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Risperidone 3mg/tab

適應症: 思覺失調症之相關症狀、雙極性疾患
之躁症發作、治療失智症病人具嚴重
攻擊性、躁動或精神病症狀、行為障
礙和其他破壞性行為障礙、兒童及青
少年自閉症之躁動症狀。

商品名: Risperdal

製造廠: JANSSEN-CILAG

健保碼: BC22769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2769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9/28

-1

Text34:Text32:

藥名: ETORICOXIB 60mg/tab 
(Ecoxia,瑞安)

適應症: 骨關節炎(OA)與類風濕性關節炎(RA)
之表徵與症狀的急慢性治療、治療急
性痛風性關節炎、治療原發性經痛、
治療僵直性脊椎炎、治療牙科手術後
疼痛、治療婦科手術後疼痛。

商品名: Ecoxia

製造廠: 健喬信元

健保碼: AC58391100

藥品許可證: 衛部藥製字第058391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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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Lacosamide 200mg/tab

適應症: 1.四歲以上有或無次發性全身發作的
局部癲癇發作病人的單一藥物治療。
 2.四歲以上之(1)複雜性局部癲癇發
作(complex partial seizure)與 
(2)單純或複雜性局部發作之合併有
次發性全身發作(simple or 

商品名: Vimpat

製造廠: UCB PHARMA SA

健保碼: BC26287100

藥品許可證: 衛部藥輸字第026287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9/28

-1

Text34:Text32:

藥名: Podophyllotoxin cream 0.15%, 
5gm/tube

適應症: 生殖器疣 (包括外生殖器及肛門附近
的疣)

商品名: Wart Del

製造廠: 中生生技製藥

健保碼: AC55546321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55546號

原商品名: Khoiou

健保碼: AC48396321

原製造廠: 井田國際醫藥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483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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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Pentoxifylline S.R 400mg/s.c 
tab

適應症: 未稍血管循環障礙

商品名: Forflow SR Tab.

製造廠: 美時化學

健保碼: AC403991G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40399號

原商品名: Fylin Retard F.C.

健保碼: AC414881G0

原製造廠: 正和製藥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41488號

2021/9/28

-1

Text34:Text32:

藥名: AMLODIPINE 5mg/tab 
(Generic)

適應症: 高血壓、心絞痛

商品名: Nobar

製造廠: 健喬信元

健保碼: AA42704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42704號

原商品名: Amlodipine Sandoz

健保碼: BC25199100

原製造廠: LEK PHARMACEUTICA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輸字第0251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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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Ribavirin 200mg/cap

適應症: 與PEGINTERFERON α 或 α -
INTERFERON併用治療：1.曾經使用 
α -INTERFERON單一療法治療後又復
發的慢性C型肝炎。2.首次接受治療
的慢性C型肝炎。

商品名: Ribarin

製造廠: 臺灣東洋

健保碼: AB48027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48027號

原商品名: Robatrol

健保碼: AC44650100

原製造廠: 健亞生物科技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44650號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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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異動(佈告欄)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Doxycycline 100mg/cap

適應症: 革蘭氏陽性菌、陰性菌、立克次氏體
及巨型濾過性病毒感染症

商品名: Doxycycline

製造廠: 元宙化學

健保碼: AC23648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23648號

原商品名: Doxycycline

健保碼: AC34900100

原製造廠: 培力藥品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34900號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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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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Famotidine 20mg/amp

適應症: 住院病人伴隨有病理性胃酸分泌過高
之症狀、頑固性（難治的）十二指腸
潰瘍、或不能口服之病人消化性潰瘍
之期替代療法。

商品名: Ulcertin

製造廠:  瑞士藥廠

健保碼: AC36669212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36669

原商品名: Famoster

健保碼: AC47442212

原製造廠: 大豐製藥

藥品許可證:衛署藥製字第047442號

2021/9/28

-1

Text34:Text32:

藥名: Rotigotine Transdermal Patch 
8mg/24hr, 18mg/patch

適應症: 原發性帕金森氏症

商品名: Neupro

製造廠: LTS LOHMANN

健保碼: BC24936326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4936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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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Rotigotine Transdermal Patch 
4mg/24hr, 9mg/patch

適應症:  原發性帕金森氏症

商品名: Neupro

製造廠: LTS LOHMANN

健保碼: BC24934319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4934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9/28

-1

Text34:Text32:

藥名: Riluzole 50mg/tab

適應症: 肌萎縮脊髓側索硬化症

商品名: Rilutek

製造廠: SANOFI

健保碼: BC21905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1905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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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Text34:Text32:

藥名: Montelukast sod.10mg/tab

適應症: 適用於預防與長期治療成人及小兒的
氣喘，包含預防日間及夜間氣喘症
狀，及防止運動引起的支氣管收縮。
緩解成人及小兒的日間及夜間過敏性
鼻炎症狀(ALLERGIC RHINITIS)。

商品名: Singulair

製造廠: MERCK

健保碼: BC22778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2778號

原商品名: Montelukast Sando

健保碼: BC26105100

原製造廠: Sandoz

藥品許可證:衛部藥輸字第026105號

2021/9/28

-1

Text34:Text32:

藥名: Clopidogrel 
75mg/tab(Plavix,Sanofi)

適應症: 中風、粥狀動脈硬化

商品名: Plavix

製造廠: SANOFI

健保碼: BC2293210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輸字第022932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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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 品 異 動 公 告
110年09月

異動品項 新品 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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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喬信元

健保碼: AB339471G0

藥品許可證: 衛署藥製字第033947號

原商品名: ---

健保碼: ---

原製造廠: ---

藥品許可證: ---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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