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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通知: 

              特約院所線上續約作業時間，原定105年6月30日止， 

              因考量首次採用網路作業，現展延至7月31日。 

  

月號 

 健保資訊.. 

 健保新聞.. 

 軟體技巧.. 

 產品新訊.. 

News.. 



C O N T E N T S 
健保新訊 

-緊急通知: 特約院所線上續約作業，展延至105年07月31日 

 

健保新聞 

-105年食安新制，七月上路！ 

-挑戰醫材知識、豐富好禮等你拿！ 
 

軟體技巧 

功能新增 

-診斷書開立新增英文姓名欄位 

 

產品新訊 
DHA看診大師 +管理大師 

 



緊急通知：特約院所線上續約展延至7月31日 

發布日期:105.06.1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欲了解線上電子續約作業操作方式內容，請參照6月份常誠月刊，更多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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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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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新訊 健保新訊 

  通知事項:  
 
    原訂醫事服務機構線上續約作業，需於105年6月30日前辦理完 
    成，因考量首次採用網路線上作業，故展延至105年7月31日。 

               衛福部健保署中區業務組來函說明如下: 
 
主旨：緊急通知：特約院所線上續約展延至7月31日。 

說明： 

一、本署105年6月8日健保中字第10554090231號函（諒達）請合 

        約將（已）屆滿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於105年6月30日前至 
        VPN完成線上續約作業，考量本次係首度採用網路續約的新方 
        式，醫事機構對操作方式尚未完全熟悉，故線上續約期限將予 
        以展延至本年7月31日。 
 
二、線上續約系統十分簡便，可以節省您來署洽辦的寶貴時間，仍 
        請貴院（所）負責人儘速前往VPN執行線上續約,如有疑義,歡 
        迎來電洽詢,本署中區業務組醫務管理科聯絡 
 
        窗口如下：臺中市蔡小姐分機6629、原台中縣王小姐分機6606、     
                            彰化縣任小姐分機6616、南投縣黃小姐分機6656。                            
                 感謝您的配合！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醫務管理科 敬啟 



資訊來源: 食品藥物管理署  發布日期：105年06月29日 

105年7月起上路的食品安全管理新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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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化食品衛生安全管理，並保障消費權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於105年7月起有四項食品安全管理新規範上路，而其相關規

範條列如下： 

 
 105年7月01日 實施市售包裝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特定 

                                疾病配方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 

 105年7月01日 實施食用鹽品之氟含量標示規定。 

 105年7月01日 標示雞蛋友善生產系統。 

 105年7月11日 起食品使用之牛樟芝原料應事先備查。 

你知道上網拍賣家中用不到的醫療器材會觸法受罰嗎？ 

你知道在網路上販賣隱形眼鏡是違法的行為嗎？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為強化民眾 

認識醫療器材，特別規劃趣味的網路遊 

戲，提供大眾學習醫療器材相關知識， 

還有機會獲得50吋液晶電視、iPad mini 

及隨身硬碟等超過80項大獎，活動期間 

自105年6月6日起至9月6日止，歡迎全 

國民眾踴躍參與，一起瞭解醫療器材拿 

好禮！ （活動網站：http://www.fdasmart.com.tw） 

「健診你的醫材知識大考驗」正式起跑－挑戰醫材知 
    識、豐富好禮等你拿！ 資訊來源: 食品藥物管理署  



看診大師－ 
病患已建檔中文姓名，但於開立英文診
斷書時，如需英文姓名時，要如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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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先確認看診大師畫面右上方版本是否於1050706
以後， 如不是 請點選桌面 (門診程式更新)捷徑，
執行更新，待版本確認之後請點選看診大師主畫
面[2.看診]功能鍵 

2. 點選畫面上方中間之 [診斷書] 內之[2.診斷書參數 
    設定]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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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如遇已建檔中文姓名之病患，開立英文診斷書，
如需顯示英文姓名時，須於患者資料維護內去修改後
才會出現，目前已新增此項功能，其設定方式如下: 



4.再接續點選畫面上方中間之 [診斷書] 內之 
    [1.開立診斷書]功能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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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畫面最下方， 英文姓名欄位 選擇 [ 2:開啟英 
   文姓名輸入欄位] ，之後於右側點選 存檔 後， 
   再點 離開 



執行此項功能設定，須先確認系統版本為最新版本才能進
行，於操作中如有任何問題請來電，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5.選擇後則出現開立診斷書畫面，即可進行診 
    斷書開立作業，而當設定完成後，其顯示畫 
    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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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設定完成後， 
即出現英文姓
名欄位 

下方出現提醒，若
無輸入則會自動帶
出患者姓名 

設定後 

設定前 

原來畫面， 
系統帶出患者資料 
無法自行輸入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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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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功能完整操作簡
易，上手速度最快 

 只需來電，保證無痛轉換、上手快速， 

           讓您安心繼續再創事業高峰！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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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誠電腦 
  

DHA 看診大師 

榮獲最多各專科醫師的 
       口碑肯定及推薦 

專業醫療系統服務廠商 

近30年的醫療系統服務
經驗， 
 
 
改版更新最迅速！ 

申報數據皆無誤！ 

服務專線(04)2358-3123 
台中市西屯區福安11街20號 

   精準的把關每一筆申報資料 
     為您減少漏報或少報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