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1A118 Amoxicillin/Clavulanic acid (1000/200mg)針劑針劑針劑針劑 年度招標變

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Soonmelt AMOCLAV 

藥品中文名 雙合黴素靜脈注射劑 艾莫斯克靜脈乾粉注射劑 

主成分名 Amoxicillin 1000mg/Clavulanic acid 200mg 

廠牌／代理商 永信 中化裕民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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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16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1C170 Ceftriaxone 針劑針劑針劑針劑 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庫存即

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Sintrix Ceftriaxone Kabi 

藥品中文名 信得瑞注射劑 "卡比"西華耑隆乾粉注射劑 

主成分名 Ceftriaxone 1gm 

廠牌／代理商 信東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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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症。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17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1P078 Tazobactam 0.25g / Piperacillin 2g 針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

原廠牌如已無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Tapimycin Pipe Tazo 

藥品中文名 達比黴素注射劑 帝斯坦乾粉注射劑 

主成分名 Tazobactam 0.25g / Piperacillin 2g 

廠牌／代理商 永信 中化裕民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對 Piperacillin具有感受性，以及對 Piperacillin具抗藥性，但對 Piperacillin 

/ Tazobactam有感受性之 B-lactamase產生菌株所引起之中至嚴重程度感

染。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18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1S011 Metronidazole 500mg 針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

無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SABS Metronidazol Fresenius 

藥品中文名 沙普 黴得挫注射液 

主成分名 Metronidazole 500mg 

廠牌／代理商 信東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厭氧性菌引起之感染症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19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1Z028 Acyclovir 250mg 針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庫

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Zovirax Aciclovir 

藥品中文名 熱威樂素注射劑 爾速可愈注射液 

主成分名 Acyclovir 250mg 

廠牌／代理商 荷商葛蘭素史克 赫士睿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帶狀庖疹病毒及單純庖疹病毒引起之感染、預防骨髓移植及白血病所引起

之免疫不全之單純庖疹感染、新生兒單純庖疹感染。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20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3C065 Nimbex（Cis-Atracurium 10mg/5ml）針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

更換為台灣費森尤斯卡比廠 CisatracuriumKabi "卡比"肌鬆弛注射液，原廠牌如已無庫

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Nimbex Cisatracurium Kabi 

藥品中文名 肌弛適 "卡比"肌鬆弛注射液 

主成分名 Cis-Atracurium 10mg/5ml 

廠牌／代理商 GLAXO SMITHKLINE 台灣費森尤斯卡比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本品為一高選擇性及競爭性的非去極化神經肌肉阻斷劑。可作為全身麻

醉之輔助劑或加護病房使用，用以鬆弛骨骼肌，幫助氣管插管及與人工

呼吸器的協調。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21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1C026 Clindamycin 150mg膠囊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

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Lindacin Clindamycin 

藥品中文名 利達信黴素 克林達黴素 

主成分名 Clindamycin 150mg 

廠牌／代理商 信東 中國化學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萄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及對本劑感受性菌治療。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22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3A086 Amantadine 100mg 錠劑錠劑錠劑錠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

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Viracon Enzil 

藥品中文名 維康錠 英智錠 

主成分名 Amantadine 100mg 

廠牌／代理商 應元 永信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巴金森病，預防及治療Ａ型流行性感冒症狀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23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3S024 Sertraline 50mg 錠劑錠劑錠劑錠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庫

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Zapline Zoloft 

藥品中文名 憂必晴膜衣錠 樂復得膜衣錠 

主成分名 Sertraline 50mg 

廠牌／代理商 羅德 輝瑞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鬱症、強迫症、恐慌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及社交恐懼症及經前不

悅症(PMDD 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24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7C058 CaCO3 錠劑錠劑錠劑錠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庫存即進行

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A-Cal Calcium carbonate 

藥品中文名 佳立鈣 碳酸鈣錠 

主成分名 CaCO3 500mg 

廠牌／代理商 瑪科隆 鎰浩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緩解胃部不適或灼熱感、或經診斷為胃及十二指腸潰瘍、胃炎、食道炎所

伴隨之胃酸過多。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25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7G022 Metformin 500mg 錠劑錠劑錠劑錠劑年度招標變更廠牌，原廠牌如已無

庫存即進行更換新廠牌，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Loditon Metformin 

藥品中文名 伏糖 寬樂醣 

主成分名 Metformin 500mg 

廠牌／代理商 生達 中化裕民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糖尿病。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0.24 

 

編號：105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