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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之部分診療項目

詳細修正內容可至常誠醫療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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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發布時間：106年09月21日

行政院會通過「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行政院會今（21）日通過衛福部擬具的「藥事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函請立法院審議。
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請衛福部積極與立法院朝野各
黨團溝通協調，早日完成修法程序。
衛福部指出，為因應醫藥科技的進步，建構符合國際
潮流的醫藥法規體系，並配合國內醫藥產業發展需求，
完善藥品管理制度，因此擬具「藥事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

該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修正新藥與增訂學名藥及生物藥品之定義。（修正條
文第7條至第7條之2）
明定毒素、類毒素、疫苗、血液衍生物及其他經公告
需加強管理之生物藥品，非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檢驗
合格並發給放行證明書，不得銷售，並授權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訂定申請放行相關事項之辦法。（修正條文
第7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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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營養超重要 關鍵三寶葉酸、碘、鐵助好孕

發布時間：106年09月22日

助您好孕之營養建議
趁機檢視自身的日常飲食，保障母嬰健康，根據「國人膳食
營養素參考攝取量（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DRIs）」，
國民健康署提供孕婦營養素攝取建議如下：
補「葉酸」助胎兒腦部中樞神經發展：
懷孕初期是胎兒神經管發育的重要時期，因此懷孕前到懷孕
12週的葉酸補充相當重要。建議育齡婦女及準備懷孕婦女可
在準備階段每日攝取400微克，懷孕期間每日攝取600微克。
常見富含葉酸的天然食物包括深綠色蔬菜、豆製品、肝臟等。
補「碘」防流產、發育遲緩：
建議育齡婦女每日可攝取140微克碘，懷孕期間對碘的需求增
加，建議每日攝取200微克碘。平常烹飪時選用加碘鹽；另外，
適量攝取碘含量較豐富的天然食物，如海帶及海藻等。但甲
狀腺病人應諮詢相關醫師意見。
補「鐵」防早產及貧血：
育齡婦女及懷孕婦女每日建議攝取鐵量為15毫克，至懷孕第3

期婦女則應增加每日攝取量至45毫克。鐵質豐富的食物包括
紅肉、深綠色蔬菜、豆類(豆干、豆腐)等。
除上述外，提醒準備或正在懷孕的婦女應均衡攝取六大類食
物，減少或避免菸、酒、咖啡、濃茶、脂肪含量多的食物(如
油炸食物)、煙燻加工食物(如醃肉)、空熱量食物(如汽水)等，
並選擇天然食物，而非單一營養素或礦物質補充劑。如有需
要，建議洽詢營養師改善飲食，或可在醫師處方指導下，補
充孕婦專用的補充品，以補充孕期足夠的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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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前往瘧疾流行地區請先至旅遊醫學門診諮詢，並
做好防蚊措施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發布時間：106年09月26日

依據疾管署疫情監測資料統計，今（2017）年截
至9月24日國內共計6例瘧疾確定病例，低於近5年同期，
皆為境外移入個案；感染國家為奈及利亞2例，布吉納
法索、象牙海岸、印尼及赤道幾內亞各1例；檢出病原
體為熱帶瘧4例，間日瘧及混合瘧各1例。我國雖非瘧
疾流行地區，但有可傳播瘧疾的矮小瘧蚊，仍有機會
發生本土疫情，民眾須注意防範。

瘧疾藉由人類被感染瘧原蟲的瘧蚊叮咬造成感染，
其中間日瘧及卵型瘧兩種原蟲可能潛藏在肝臟內達數
月至數年之久。大多數人感染後，症狀可能於7天至30

天內出現，早期症狀與與流感類似，主要為發燒，也
可能出現如頭痛、肌肉痛、關節痛、噁心、嘔吐和疲
倦等症狀，如果沒有及時接受適當治療，數天後會出
現間歇性或週期性的畏寒及顫抖、發燒及出汗等症狀，
嚴重者可能導致脾腫大、黃疸、休克、肝腎衰竭、肺
水腫、急性腦病變及昏迷。

疾管署呼籲，民眾計劃前往瘧疾流行地區，應做
好防蚊措施，避免蚊蟲叮咬。出國前一個月，可先至
國內旅遊醫學門診評估感染風險，並依醫師指示服用
瘧疾預防藥物；旅遊期間或返國後，如果出現間歇性
發熱、發冷等疑似症狀時應儘速就醫，並告訴醫師旅
遊史及曾服用的瘧疾預防藥物，供診斷與治療參考。
相關資訊請參閱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

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或0800-001922）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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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公費流感疫苗即10月開辦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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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日期：106年10月1日~疫苗用罄
適用對象： (以下皆須攜帶健保卡及身分證，後有標註提供相關資料)

(一) 50歲(含)以上成年人，以「接種年」減「出生年」計算大於等於
50歲者。(身分證及健保卡)

(二) 居住於安養機構、養護機構、長期照護機構、護理之家(不含產後
護理之家）、榮民之家、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不含福利服務中
心)、呼吸治療中心、精神復健機構之康復之家等機構之受照顧者
、榮民醫院公務預算床榮患及居家護理對象等且有名冊者。
直接照顧前款機構等個案之工作人員且有名冊者。

(三) 具有潛在疾病，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高風險慢性病患，經醫師評估符合或具有曾因糖尿病、慢性肝
病（含肝硬化）、心、肺、血管疾病（不含單純高血壓）、腎
臟及免疫低下(HIV感染者) 等疾病門、住診紀錄者及肥胖
(BMI≧30)者。

2. 罕見疾病患者。(健保卡無註記者，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3. 重大傷病。(重大傷病證明紙卡)

(四) 孕婦及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
1. 已領取國民健康署編印「孕婦健康手冊」之懷孕婦女。
2. 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以「嬰兒之父母接種年月」減嬰兒出生年

月」計算小於等於6個月者)，須持嬰兒出生證明文件，或持已
完成新生嬰兒登記之戶口名簿。

(五) 出生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註冊就學前之幼兒。(兒童健康手冊和健保卡)

（幼兒及其父母均為外國人，且均無加入健保及無居留證之幼兒
需自費接種）

(六) 醫事及衛生等單位之防疫相關人員且有名冊者。
(七) 禽畜養殖等相關行業工作人員、動物園工作人員及動物防疫人員

且有名冊者
(八) 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業人員
(九) 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1至3年級學生。

完整可施打對象明細，可至疾病管制署做查詢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page.aspx?treeid=beac9c103df952c4&nowtree
id=5d8ad59fb1140e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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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誠電腦

流感疫苗手冊

1.若有施打兒童流感疫苗之診所，可至醫師資料建檔>
進階設定5.做設定

由於小孩和大人施打的
劑量不同，若年齡在3

歲以下，且有在處方集
建檔OLD_D3，掛號完
看診時會帶出此處方集

2.看診頁面沒有自動帶出處方集時，從設定
>掛號參數設定>處方設定>老人流感，確認參數

真誠/完美/共榮
www.esis.com.tw          VPN網址: http://10.252.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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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藥品代
碼

藥品英文名稱 劑型 規格量 適用年齡 藥商

K000453265 VAXIGRIP 注射劑 0.25ml
6個月~3
歲

賽諾菲安萬特
股份有限公司

K000453277 VAXIGRIP 注射劑 0.5ml 3歲以上
賽諾菲安萬特
股份有限公司

J000113277 AdimFlu-S 注射劑 0.5ml
3歲以上 國光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J000113265 AdimFlu-S 注射劑 0.25ml
6個月~3
歲

國光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K000901206
AGRIPPAL S1 
Suspension for 
injection

懸浮注射
劑

0.5ml
3歲以上

台灣東洋藥品
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流感疫苗廠牌及藥品代碼：

資料來源：「106 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之接種處置費健保卡資料登錄/上傳與申報及核付作業

3.由於今年要確實上傳及申報流感疫苗藥品代號(圖一)，
所以建議院所藥品處置代碼建“K0002~K0004”(三歲
以上)，”K0005~K0006”(六個月~三歲，若無施打幼
兒可不建檔)，圖二為106年公費流感疫苗藥品代碼對
照表

圖一

圖二

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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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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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藥品處置建檔

a.流感疫苗建檔

藥品代號：新增K0002~K0006
健保代號：填入106年公費流感疫苗
藥品名稱：可輸入廠牌名與劑量

b.由於公費流感疫苗健保代號在健保局的藥檔裡無資料，
所以申報檢查錯誤會出現↓

可至藥品建檔>其他>申報檢查錯誤輸入“1”，表示不
檢查此健保代號

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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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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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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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處方集建檔：將施打3歲以上的疫苗代號建入OLD_D2；
施打6個月~3歲的疫苗建入OLD_D3

OLD_D2

OLD_D3

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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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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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註：若患者看病加接種流感疫苗可同時申報，掛號時請分開掛兩筆資

料，且其中一筆掛號費須手動修改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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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掛號時，輸入就醫序號‵01′

7.確認掛號種類-預防保健，且自付額為0，並儲存

流感掛號
費修改

資料來源： 106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之接種處置費申報及核付作業

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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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看診時系統自動帶入處方集OLD_D2，若有施打兒童
流感疫苗，則會判斷年齡帶入處方集OLD_D3

沒有施打的疫苗刪除

看診

軟

體

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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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機無法列印時，可以先試著清除列表機佇列…

一、在螢幕畫面右下角，找到一個列表機小圖示

或

二、對該圖示點右鍵，並點選列表機

三、點選後跳出該視窗，將視窗內的文件選取後，按
右鍵點「取消」，將佇列文件清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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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已有多間醫療院所，遭遇綁架病毒。
一旦發生資料被綁架之情形，通常處理的辦法
有三：

1.支付款項

2.電腦重灌

3.還原備份資料

未必能拿到金鑰，也不
能確保不會再被綁架

電腦裡全部資料會不見，
造成院所損失慘重

選擇有效的「備份資料」
工具

OP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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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員
資

安
意
識

軟
體
系

統
更
新

檔
案

備
份

1.不要開啟來
源不明的郵件
2.不要進入不
信任網站

1.安裝防毒軟
體
2.作業系統保
持更新

有效、可靠的
備份軟體

常說：預防重於治療。我們應該要…

然而，傳統式備份

外接式硬碟、
隨身碟

備份完須拔除→增加孔槽耗損

屬於可移動性裝置→不安全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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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主機採用採用高效能 Intel  雙核心處理器
◆雙硬碟採Mirror(鏡射)的備援，讓資料無後顧之憂
◆定時備份系統，可依需求排時間
（按一周七天，按月三十天，自訂）
◆無需人員操作，降低人員忘記備份的情況

欲詳知此，請撥打(04)-23583123，將有專人為您介紹

提供最優質、人性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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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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局申報軟體網路預約掛號

異地備份系統

加值服務專區

行動大師巡迴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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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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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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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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管理大師
- 病歷影像管理

家醫IDS大師
- IDS專用系統

洗腎大師
智慧備份系統

適用巡迴醫療、居家照
護

-外出診療、訪視必要工具

-出診資料匯入主機

適用 獸醫醫院
- 門診、住診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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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誠/完美/共榮常誠電腦
www.esi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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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