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0D076 Docetaxel 20mg 針劑變更廠牌，107 年 3 月 15 日起即進

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Taxotere Tynen 

藥品中文名 剋癌易注射劑   鈦能注射劑 

主成分名 Docetaxel 20mg 

廠牌／代理商 SANOFI-AVENTIS 臺灣東洋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1.乳癌 2.非小細胞肺癌 3.前列腺癌 4.胃腺癌 5.頭頸癌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藥劑部藥管組 107.3.15 

編號：1070307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0E065 Epirubicin HCl 10mg 針劑變更廠牌，107 年 3 月 15 日起即

進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Pharmorubicin Epicin 

藥品中文名 "速溶" 泛艾黴素 益彼欣注射液 

主成分名 Epirubicin  HCl (10mg) 

廠牌／代理商 法瑪西亞普強 臺灣東洋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乳腺癌、惡性淋巴瘤、軟組織肉瘤、胃癌、肺癌、卵巢瘤。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藥劑部藥管組 107.3.15 

編號：1070308 



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0G019 Gemcitabine HCl 200mg 針劑變更廠牌，107 年 3 月 15 日

起即進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Gemza Gemmis 

藥品中文名 健擇注射劑 健仕注射液 

主成分名 Gemcitabine HCl  200mg 

廠牌／代理商 LILLY 臺灣東洋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1.非小細胞肺癌 2.胰臟癌 3.膀胱癌 4.Gemcitabine 與 paclitaxel 併用，可使用於

曾經使用過 anthracycline 之局部復發且無法手術切除或轉移性之乳癌患者。

5.用於曾經使用含鉑類藥物(PLATINUM-BASED)治療後復發且間隔至少 6 個月

之卵巢癌，作為第二線治療。膽道癌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藥劑部藥管組 10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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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0I097 Irinotecan HCl 100mg 針劑變更廠牌，107 年 3 月 15 日起

即進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Campto Irino 

藥品中文名 抗癌妥靜脈輸注濃縮液 益立諾靜脈輸注液 

主成分名 Irinotecan HCl 100mg 

廠牌／代理商 輝瑞 臺灣東洋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晚期性大腸直腸癌之第一線治療藥物：與 5-FU 及 folinic acid 合併，使用於未

曾接受過化學治療之患者。單獨使用於曾接受 5-FU 療程治療無效之患者。與

cetuximab 併用，治療曾接受含 irinotecan 之細胞毒性療法治療失敗且具有上

皮生長因子接受體(EGFR)表現型 KRAS 野生型轉移性大腸直腸癌患者。與

5-fluorouracil、folinic acid 及 bevacizumab 合併治療，做為轉移性大腸癌或直

腸癌患者的第一線治療藥物。與 capecitabine 合併治療，做為轉移性大腸直腸

癌患者的第一線治療藥物。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藥劑部藥管組 10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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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0O031 Oxaliplatin 50mg 針劑變更廠牌，107 年 3 月 15 日起即進

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Eloxatin Oxalip 

藥品中文名 益樂鉑定注射液 歐力普注射劑 

主成分名 Oxaliplatin 50mg 

廠牌／代理商 SANOFI-AVENTIS SANOFI-AVENTIS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和 5-fluorouracil (5-FU)及 folinic acid (FA)併用，作為第三期結腸癌(Duke’s C) 原

發腫瘤完全切除手術後的輔助療法。治療轉移性結腸直腸癌。Oxaliplatin 和

Capecitabine 併用可用於局部晚期及復發/轉移性胃癌之治療。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藥劑部藥管組 10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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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0P123 Pemetrexed 100mg 針劑變更廠牌，107 年 3 月 15 日起即

進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Alimta Pexeda 

藥品中文名 愛寧達注射劑 100 毫克 派癌休注射劑 

主成分名 Pemetrexed 100mg 

廠牌／代理商 LILLY 臺灣東洋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1.併用 cisplatin 是治療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癌(顯著鱗狀細胞組織型除

外)之第一線化療用藥。 2.單一藥物是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顯著

鱗狀細胞組織型除外)病人接受 4 個週期含鉑藥物的第一線化療後疾病並未惡

化之維持療法。 3.單一藥物是治療局部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顯著鱗狀細胞

組織型除外)之第二線治療用藥。 4.與 cisplatin 併用於治療惡性肋膜間質細胞

瘤。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藥劑部藥管組 10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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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10P070 Pemetrexed 500mg 針劑變更廠牌，107 年 3 月 15 日起即

進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Alimta Pexeda 

藥品中文名 愛寧達注射劑 500 毫克 派癌休注射劑 

主成分名 Pemetrexed 500mg 

廠牌／代理商 LILLY 臺灣東洋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1.併用 cisplatin 是治療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癌(顯著鱗狀細胞組織型除

外)之第一線化療用藥。 2.單一藥物是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顯著

鱗狀細胞組織型除外)病人接受 4 個週期含鉑藥物的第一線化療後疾病並未惡

化之維持療法。 3.單一藥物是治療局部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顯著鱗狀細胞

組織型除外)之第二線治療用藥。 4.與 cisplatin 併用於治療惡性肋膜間質細胞

瘤。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藥劑部藥管組 10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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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0I046 Imatinib mesylate100mg 錠劑變更廠牌，107 年 3 月 15 日

起即進行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Glivec Ivic Film-Coated Tablets 

藥品中文名 基利克 膜衣錠 癌微可膜衣錠 

主成分名 Imatinib mesylate100mg 

廠牌／代理商 諾華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治療正值急性轉化期（BLAST CRISIS）、加速期或經 ALPHA-干擾素治療無效之慢性期的慢性骨髓性白血

病（CML）患者。治療成年人無法手術切除或轉移的惡性胃腸道基質瘤。用於治療初疹斷為慢性骨髓性

白血病（CML）的病人。● 治療初疹斷為費城染色體陽性急性淋巴性白血病（Ph+ALL）且併用化療之成

年及兒童患者。● 做為治療成人復發性或難治性費城染色體陽性急性淋巴性白血病（Ph+ALL）之單一

療法。● 治療患有與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PDGFR）基因重組相關之骨髓發育不全症候群（MDS）

／骨髓增生性疾病（MPD）之成人患者。● 治療患有系統性肥大細胞增生症（SM），限具 FIP1L1-PDGFR

基因變異且不具有 c-Kit 基因 D816V 突變之成人患者。● 治療嗜伊紅性白血球增加症候群（HES）與或

慢性嗜伊紅性白血病（CEL）且有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PDGFR）基因重組之成人患者。● 作為成

人 KIT（CD117）陽性胃腸道基質瘤完全切除（complete gross resection）後之術後輔助治療。治療患有

無法手術切除、復發性或轉移性且有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受體（PDGFR）基因重組之隆突性皮膚纖維肉

瘤（DFSP）之成人患者。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藥劑部藥管組 10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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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即日起，品項代號 20L021 Letrozole 2.5mg 錠劑變更廠牌，107 年 3 月 15 日起即進行

更換，說明如下，謝謝!! 

 

藥品英文名 Femara Letrozole "Alvogen" FCT 

藥品中文名 復乳納 利妥柔"艾威群"膜衣錠 

主成分名 Letrozole 2.5mg 

廠牌／代理商 臺灣諾華 GENEPHARM/美時化學 

衛生署核准適應症 

接受抗動情激素治療失敗的自然或人工停經後之末期乳癌病人之治療。停經

後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乳癌婦女患者之第一線治療用藥。荷爾蒙接受器呈陽

性及 LN METASTASIS POSITIVE 之乳癌病人作為 TAMOXIFEN 輔助療法之後的延

伸治療。停經後荷爾蒙接受器呈陽性反應的初期乳癌病人之輔助治療。 

藥品圖樣 

舊藥 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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