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新進藥品新進藥品新進藥品新進藥品 

 

藥品英文名 Stronger Neo-Minophagen C 

藥品中文名 新明發健注射液 

主成分名 

Glycyrrhizinate Monoammonium 2.65 mg (=Glycyrrhizin 2 mg) 

Glycine 20mg 

L-Cysteine Hydrochloride（= Cysteine Hydrochloride Hydrate 1.1145mg） 

藥品代碼 17G211 廠牌／代理商 Minophagen 

衛生署         

核准適應症 
維護肝臟正常功能，藥物過敏症、食物過敏症。 

用法用量 

通常成人 1 日 1 次，5-20ml靜脈注射。用量可依年齡、症狀適當地增減。

對於慢性肝疾患者 1日 1次 40-60ml靜脈注射，或點滴靜脈注射，用量可依

年齡、症狀適當地增減。但增量時，1日以 100ml為限。 

可能的副作用 休克、發疹、體液滯留、低血鉀。 

用藥注意事項 

電解質代謝：增量或長期使用，恐怕會出現 pseudo-aldosteronism，如嚴重的

低鉀血症，或發生低鉀血症頻率增加，血壓上升，鈉及體液之滯留、浮腫，

體重增加等，故應注意觀察病患。 

Thiazide系列及 Loop利尿劑。這些藥劑的利尿作用，使本劑所含友之

glycyrrhizin的鉀排泄作用增強，且容易發生血鉀值降低現象，因此應予注意

觀察。 

特殊使用注意事項 自費藥品。 

藥品圖樣 

 

藥劑部藥管組 105.11.2 

編號：1051103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7V094 Ascorbic Acid (500mg/5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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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corbic Acid Vitamin C injection 

藥品中文名 抗壞血酸注射液 台裕 維他命Ｃ注射液 

主成分名 Ascorbic Acid 500mg/5ml 

廠牌／代理商 安星 台裕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壞血病、齒齦出血、維他命Ｃ缺乏症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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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0L047 Calcium Folinate (15mg)錠錠錠錠劑劑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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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dlet Calife 

藥品中文名 補血寧 錠 好立補錠 

主成分名 Calcium Folinate 15mg 

廠牌／代理商 永信 南光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超量使用葉酸拮抗劑時，消滅其毒性及抵消其作用、治療因斯潑盧營養缺

乏、妊娠及幼齡等引起之巨初紅血球性貧血。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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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1Z019 Acyclovir 2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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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rless Deherp 

藥品中文名 剋庖 庖寧錠 

主成分名 Acyclovir 200mg 

廠牌／代理商 永信 生達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帶狀庖疹病毒引起之感染、單純庖疹病毒引起之皮膚及黏膜感染、預防骨

髓移植及白血病所引起之免疫不全病人之單純庖疹感染、復發性單純庖疹

感染之抑制。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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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3C048 Sulindac 200mg 錠錠錠錠劑劑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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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linton Jolindac 

藥品中文名 舒您痛錠 舒止炎錠 

主成分名 Sulindac 200mg 

廠牌／代理商 優生 強生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骨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急性痛風性關節炎、急性痛

肩(急性肩峰下滑囊炎、上肩胛棘腱炎)。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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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3G020 Gabapentin 600mg 錠錠錠錠劑劑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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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patin Neurontin 

藥品中文名 康平癲膜衣錠 鎮頑癲 

主成分名 Gabapentin 600mg 

廠牌／代理商 瑞士 輝瑞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治療成人及三歲以上兒童局部癲癇發作之輔助療法。帶狀庖疹後神經痛。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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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4T053 Pentoxifylline 400mg 錠錠錠錠劑劑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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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ylin Trenfylline 

藥品中文名 暢循持續性膜衣錠 循血敏持續性膜衣錠 

主成分名 Pentoxifylline 400mg 

廠牌／代理商 正和 中國化學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末梢血管循環障礙。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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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8A010 Spironolactone 25mg 錠錠錠錠劑劑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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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dactin Spironolactone 

藥品中文名 愛達信錠 歐得通錠 

主成分名 Spironolactone 25mg 

廠牌／代理商 信東 皇佳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利尿、高血壓、原發性醛類脂醇過多症。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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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31O029 Ofloxacin 3mg/ml 5ml 點耳液點耳液點耳液點耳液年度招標變更廠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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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mic Earflo Otic solution 

藥品中文名 宜剋菌點耳液 耳復欣 點耳液 

主成分名 Ofloxacin 3mg/ml 5ml 

廠牌／代理商 溫士頓 瑞士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成人及小兒外耳炎、成人及青少年鼓膜穿孔之慢性中耳炎、裝有鼓膜造口

管的小兒急性中耳炎。 

舊藥舊藥舊藥舊藥 新藥新藥新藥新藥 

藥品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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