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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修訂 

「健保跨院重複用藥核扣方案」，延至106年1月1日起實施 

  

月號 

(詳健保署公告) 

 健保資訊.. 

 健保新聞.. 

 軟体技巧.. 

 常誠小叮嚀.. 

 產品新訊.. 

New.. 



C O N T E N T S 
健保新訊 

-健保跨院重複用藥核扣方案延至106年1月1日起實施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項目，  

  並自中華民國105年5月1日生效 

-健保線上續約免出門 

 

健保新聞 

-準媽咪福音  -  5月起孕婦可免費洗牙3次 

-造福氣管狹窄病患的矽質T型管，自105年5月1日納入健保給付 
 

軟體技巧 

-DHA看診大師版本更新通知(1060615) 

 

常誠小叮嚀 
 資安通報 - 勒索病毒的威脅及中毒時的處置方式 

 

產品新訊 

DHA看診大師 +管理大師 

 



健保新訊 
健保跨院重複用藥核扣方案延至106年1月1日起實施 

中央健保署為確保民眾用藥安全，自104年7月起分階段實施「同醫事機構門診六類特
定藥品重複用藥核扣方案」，期透過醫師及藥師的共同把關，除保障病人安全外，並
提升醫師及藥師的專業地位，創造雙贏的局面。 
  惟於實施過程中，健保署屢有接獲民眾反映，部分醫事機構拒絕開立處方或提供
調劑服務，影響民眾用藥權益。經了解，其常見原因可歸類為「醫事機構因誤解本方
案而拒絕民眾」、「醫事機構經查詢民眾剩餘藥量高於10天」、「藥局對於有疑義之
處方箋，請民眾洽詢原處方醫師確認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必要性，而病人無法接受」
等三類。爰此，為兼顧病人用藥安全及用藥權益，將「跨醫事機構門診六類特定藥品
重複用藥核扣方案」實施期程，由原105年7月1日延至106年1月1日起實施，並採分
階段逐步擴大，實施期程及適用醫事機構對象如下： 
 
       (一)106年1月1日：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 

       (二)106年4月1日：地區醫院及基層診所 

       (三)106年7月1日：藥局 

資訊來源:中央健保署   10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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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示意時程表 

健保新訊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部分診療項目，並自中華民國105年5月1日生效 

發布日期:105.04.28  衛部保字第1051260276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內容:本次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增修訂重點如下： 

西醫基層院所門診診察費加成方式  
   (一)兒童加成方式： 

          1.三歲以下兒童：不限科別各項門診診察費依表定點數加計20%。 

          2.四到六歲兒童：兒科專科醫師各項門診診察費得依表 

              定點數加計20%。 

   (二)七十五歲以上者加成方式：不限科別各項門診診察費依表 

            訂點數 加計7.5%。 

   其加成示意表列如下: 

 
 
 
 
 
 
    

   (三)婦產科、外科、兒科及內科專科醫師加成方式  

   其加成示意表列如下: 

診療作業 
範例名稱 

原支付 
點數 

三歲以下 
不分科別 
加成20% 

四~六歲 
兒科專科 
加成20% 

七十五歲以上 
不分科別 
加成7.5% 

一般門診
診察費

(1~30人次) 

332 398 398 357 

診療作業 
範例名稱 

原支付 
點數 

七十五歲以上
婦、外專科 
加成16.5% 

七十五歲以 
上兒科專科 
加成10.5% 

七十五歲以上 
內科專科 
加成11.3% 

一般門診
診察費 

(1~30人次) 

332 387 367 370 

*本文加成示意表採西醫常用之一般門診診療費為例, 更多內容請上[常誠醫療網] 
  或直接點選常誠看診大師[DHA快訊]瀏覽        VPN網址: http://10.252.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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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新訊 健保新訊 



過去醫事機構每隔3年需親至各健保署各業務組辦理續約，現在只要在

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透過安全模組卡及負責人醫事人員卡辨識

簽署人身分，即可完成續約，免親自到署辦理。 
 
而本年度符合電子化續約資格之醫事機構續約提醒，健保署業務組也

表示，會以書面公文及電子郵件的方件寄出通知。  
 
線上續約操作說明如下: 

健保線上續約免出門 

 線上續約作業操作方式 
 

 1. 進入VPN頁面，以機構負責人醫事人員卡登入，即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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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來源:中央健保署業務組   



承上若不在續約時效內，
則不會出現線上續約按
鍵，顯示內容如右圖 

    2.  於我的首頁內，點選「醫務行政/醫事機構線上續約作業」，當 
         機構符合續約條件時，則會顯示『請於ooo年oo月oo日前務必  
         完成線上續約』等字樣及作業按鍵時，接下來請點選 【線上續 
         約】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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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下來請確認右側顯示的醫事機構資料是否正確，並於左側選項 
      內，圈選 【正確】 ，資料內容確認後，接續請按下【確認】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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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現資料有問題，請點

選下方  

按鍵，並請依右側畫面上

之電話連絡服務人員修正，

當資料正確無誤，則按下 

              按鍵 

健 

保 

公 

告 



真誠/完美/共榮 常誠電腦 www.esis.com.tw          VPN網址: http://10.252.1.237 

   4.待系統資料確認後，則會顯示『您已完成基本資料核對』 等字 
      樣，接續點選【合約書產製】 按鍵並於提醒視窗確定，系統則 
      會自動產製續約合約書 

  

    5. 約一小時後，【下載合約】 按鍵會轉為綠色時，就可點選下載，
其合約內容為一式兩份，下載後請妥善保存即完成續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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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來源:中央健保署   發布日期：105年05月12日 

婦女懷孕期間因賀爾蒙且飲食習慣的改變，導致口腔環境變化而增

加齲齒或牙周炎的機率。健保署自105年5月1日起開始提供婦女懷

孕期間三次的洗牙服務及新生兒 

口腔照護衛教指導。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為加強懷孕婦女的口腔照護密度 

，提案將婦女懷孕期間洗牙次數 

由一次放寬為三次（每90天可接 

受一次），以維護良好的口腔衛 

生，守護準媽媽的牙齒健康。 

準媽咪福音  -  5月起孕婦可免費洗牙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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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好康報 

造福氣管狹窄病患的矽質T型管 
                    自105年5月1日納入健保給付 

資訊來源:中央健保署   發布日期：105年05月31日 

以往氣管狹窄病患經專業醫師建議使用矽質T型管時，須自費約

9,750元至14,000元不等，健保署自105年5月1日以低於自費市場的

收費標準給付該類特材。 

新給付的矽質T型管是目前有長期追蹤報告證實有效的支撐管，提供

多種尺寸長度、管徑及其健保價包括幼兒型(8,000元)、標準型

(8,500元)、胸腔型(9,500元)、 

錐型(11,000元)等，屬於矽膠材質 

，可適用臨床上不同類型的氣管狹 

窄病患，而且也可配合說話閥一起 

使用，保留氣切後的發聲功能，給 

付規定為用在喉部氣管軟骨變形塌 

陷，撐開狹窄氣管的手術。 



右側出現
ICD-10代
碼及數字
的提示 

DHA看診大師更新功能說明(1060615版) 

為提升廣大醫師用戶的看診效率，看診大師於106年06月15號的更新
版，將全面提供診斷碼補助視窗及自動覆寫的便捷功能，其新增的功
能說明如下: 

1.在系統更新後，當醫師進入看診頁面時，在診斷欄輸入診斷代碼後， 
   於欄位右側會出現ICD-10的診斷代碼及數字的提示 

其數字表示與目前的診斷
代碼相近的診斷代碼數量 

   例:   當輸入診斷代碼後，系統會於右側自動代出ICD-10的診斷代碼 
          ，範例585其ICD-10代碼為N184，則後面顯示的數字 7，表示 
           有 7組與N184相近的診斷代碼可供參考及選擇 

覆寫表示: 
當選擇新的診斷代碼後，
將會取代目前的診斷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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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診斷欄
位輸入診
斷代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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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醫師於提醒視窗內選用其他更合適病情描述的診斷代碼時， 
   則系統會自動將選用的ICD-10代碼，覆寫並取代掉原先輸入的 
   診斷代碼，免去以往使用ICD-10查詢到合適的診斷代碼時，卻 
   需要重新輸入的困擾。 

於視窗內
選用其他
診斷代碼 

系統會自動
覆寫，剛才
選用的ICD-
10診斷代碼 

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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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常
誠
小
叮
嚀 

近日勒索病毒的活動又開始盛行，其影響除中毒本機資料無法使用

外，還會括及影響其他網路工作享之 

備份資料，導致無法看診外，也無法 

進行系統還原作業，想救回被綁架的 

資料，除乖乖付款外也就別無他法， 

造成醫療院所莫大損失。 

資安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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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錢消災！電腦勒索病毒FBI也沒轍！ 

在現階段，大多數的加密勒索軟體都是透過釣魚郵件入侵，一般都

是會向遠端遙控C&C主機取得加密金鑰，再暗中加密受害電腦中的

檔案，像是Word、Excel、PowerPoint、PDF、JPG檔，等近百種

常見檔案格式，先使用AES加密檔案，再用非對稱金鑰RSA加密來

將AES金鑰加密，且金鑰長度是2048位元，使用戶即便用超級電腦

以用暴力方式解開加密，都要運算個好幾年才能達到目的，因此當

使用戶電腦中的重要檔案，都被惡意的加密勒索病毒加密後，幾乎

已經不可能能順利救回檔案。 

在被害用戶的電腦上，看到螢幕上自動跳出的勒索訊息才知道

受害，但這時電腦裡的檔案都 

被加密，無法正常開啟，其後 

就會出現支付贖金的訊息，並 

要求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要給付 

，否則就會銷毀金鑰，使被害 

者再也無法解開，讓被害者因 

焦慮重要的資料文件再也找不 

回來，而順從指示支付款項。 

CryptoWall是2015年最著名的加密勒索軟體 



預防首重備份 

1.自行備份(檔案備份至工作站或隨身碟) 

   以常誠醫療系統資料備份為例，一般 

   醫療資料備份檔預設會儲存在工作站， 

   但還是會建議院所定期將資料儲存於 

   另準備的隨身硬碟中。 

2.異地備份(備份檔儲存於常誠提供的，異地備份管理空間) 

    自行備份的方式上，會碰到幾個常見的問題  

   是否每天都有確實備份？備份的資料是否有 

   完整的儲存在硬碟上？檔案分類是否清楚？ 

   …等，若想省去自行備檔的不便及麻煩時， 

  可選擇常誠電腦提供的異地備份服務功能。 

常誠 
異地備份主機 

常
誠
小
叮
嚀 

真誠/完美/共榮 常誠電腦 www.esis.com.tw          VPN網址: http://10.252.1.237 

1.中斷網路連線 
    一經發現電腦檔案無法開啟，疑似中毒現象，最先要做的是先中 

    斷該電腦的網路連線，避免災情擴大的可能性 

2.立即關機 

    當發現電腦的檔案資料正被惡意程式加密時，千萬不要去點選那  

     些已被加密的檔案，此時首要動作須立即使用強迫的方式(持續 

     按壓電腦主機上的開機電源按鍵)，將電腦關機，其動作能有效 

     的防止其他檔案繼續被加密 

3.通知IT服務廠商 

    當執行電腦關機的動作後，請立即連絡常誠的客服人員協助處理， 

     一般在接收到客戶的電腦後，會先確認資料的備份情況，若沒問 

     題的話，就須將電腦硬碟格式化、重灌系統做整體資料的復原 

所以當遭受加密勒索軟體入侵時，該如何處理才能將損失降
到最低呢？一線防毒廠商 趨勢、賽門鐵克等專家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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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誠 DHA看診大師  

                + 管理大師 
 方便及快速的看掛診模式 

 強大的內容及報表管理系統 

    (含 作業 人員 收支 申報 節稅) 

 支援多元的加值擴充功能 

    (出診 影像管理 藥檢連線 家護網)  

三大產品特色 

無痛上手最快速 
連線穩定問題少 

功能齊全免加購 
節稅申報無遺漏 

資料更新最迅速 
客服處理回覆快 

省時 

省錢 快速 

六大管理系統 

掛號 看診 申報 

設定 節稅 建檔 

關 懷 簡 訊 常誠家護網 

行動大師 巡迴醫療 藥局申報軟體 網路預約掛號 

異地備份系統 

加值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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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誠醫療管理大師系列 

適用    西醫診所 
家醫科、內外科、小兒科、婦
產科、骨復建科、耳鼻喉科、
精神科、眼科、醫美整型等 

適用 護理之家、康復之家 

   -居家謢理管理系統 

適用    牙醫院所 

 - 牙醫門診管理系統 

適用  門市藥局、連鎖藥 
          局、健保藥局 

  -門市POS作業+進銷存系統 

  -藥局健保申報轉入作業(磁 

   片、連線作業) 

適用   獸醫醫院 
- 門診、住診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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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管理大師  
                        - 病歷影像管理 

行動診療大師  
                   - 出診專用系統 

家醫IDS大師   
                    - IDS專用系統 

洗腎大師 



 
凡提供E-Mail者 
開業時購買軟體 
加贈健保讀卡機乙台 
 (價值市價約 4500元) 

 

對開業手足無措? 
對健保法規不熟悉嗎? 
對醫療軟體不知如何選擇? 

找常誠電腦就對了!! 

常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esis.com.tw 
洽詢電話：04-23583123(代表線)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福安11街20號 
 

~ 歡 迎 有 興 趣 的 您 來 電 洽 詢 ~ 

完整服務 

 開業前          開業中          開業後 

申請協助 
文件代辦 
系統規劃 

系統教學 
建檔協助 
轉檔支援 

更新服務 
申報支援 
線上客服 

20幾年HIS服務經驗 
全方位的服務品質 
榮獲各科醫師大力推薦 

常誠電腦 
工

商

服

務 

http://www.esis.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