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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管署說明全國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
流感疫苗接種資料落差原因

有關監察院針對新北市某衛生所人員虛報流感疫苗施打率並不當銷毀

疫苗，質疑交叉查核比對機制未落實，及針對系統比對差異處質疑約有近

31萬劑疫苗流向不明等情事向疾病管制署等單位提出糾正，經疾管署通盤

檢討及調查，於今（7）日公布調查結果。

疾管署表示，衛生所與醫療院所執行流感疫苗接種作業時，需使用疾

管署的「流感疫苗管理系統」登記疫苗使用量，與透過健保申請接種處置

費，依據22個縣市政府衛生局查對後的回報資料顯示，除了新北市某衛生

所13,603劑無接種名冊，其餘29萬多劑均有接種名冊可核對證明實際接種

對象，但由於衛生所及醫療院所執行接種作業時出現下列情形，導致比較

疾管署系統與健保資料時出現數據落差：

• 衛生所委託院所執行所內、社區或機構接種站，疫苗使用量由衛生所登

記於疾管署系統，但衛生所未透過健保申請接種處置費。（約17萬劑，

佔57.8%）

• 衛生所執行接種作業後將疫苗使用量登記於疾管署系統，但因民眾未帶

健保卡、讀卡機設備或連線問題等緣故，未透過健保申請接種處置費。

（約12.2萬劑，佔41.3%）

• 衛生所撥付疫苗供醫療院所執行接種，疫苗使用量由衛生所代為登記於

疾管署系統，但衛生所未透過健保申請接種處置費。（約2,500劑，佔

0.8%）

• 衛生所互相支援疫苗接種作業，但疫苗使用量登記與疫苗處置費申請非
由同一個衛生所處理。（約280劑，佔0.1%）

未來疫苗使用量登記及處置費申請，除特殊情形都將由實際執行接種

的單位處理，避免資料不一致、流感疫苗接種計畫增加合約院所與衛生所

疫苗管理規定及覆核機制、要求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落實疫苗調撥、稽核、

管理等作業。另自今年開始，社區接種站可於網路離線狀況下藉由讀取健

保卡收集接種者資料，減少人工作業之情形，確保接種紀錄資料之正確性。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日期:10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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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士頓" 好視多眼用懸浮液１公絲/公撮」
(批號 FX-17019)請民眾立即停用

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檢出「"溫士頓" 好視多眼

用懸浮液１公絲/公撮 FOXONE OPHTHALMIC 

SUSPENSION 1MG/ML "WINSTON" (衛署藥製字第

044167號)」(批號 FX-17019)藥品含有未核准添加之

Tropicamide散瞳劑成分藥品，食藥署已於9月13日要求業

者啟動回收作業，通知醫療機構及藥局立即下架停止供應，

並於1個月內(107年10月13日前)完成回收，請衛生局督導下

架回收事宜。請民眾立即停用案內藥品，並立即回診。

我國核准「 "溫士頓" 好視多眼用懸浮液１公絲/公撮

FOXONE OPHTHALMIC SUSPENSION 1MG/ML 

"WINSTON" (衛署藥製字第044167號)」藥品，許可證持有

廠商及製造廠為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適應症為眼瞼炎、

結膜炎、角膜炎、強膜炎、上強膜炎、虹彩炎、虹彩毛樣體

炎。此次係檢出Tropicamide成分，該成分屬於散瞳劑，一

般使用於眼科檢查及假性近視，可能短暫發生畏光、視力模

糊等情形。

為確保藥物安全與醫療效能，食藥署已建置藥物安全監

測機制，即時監視國內、外藥物安全訊息，除設有藥物不良

反應通報系統及藥物不良品通報中心之外，並對於藥物之安

全性與療效亦隨時進行再評估，如醫療人員或病患疑似因使

用（服用）藥品導致不良反應之發生，請立即通報衛生福利

部所建置之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藥物不良反應通報

專線02-2396-0100，網站：https://adr.fda.gov.tw。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0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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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日期:107/09/21

健保多元協商議價機制上路
有助加速新藥給付

為加速新藥納入健保給付，衛生福利部日前公告新增
藥品給付協議(Managed Entry Agreement,MEA)相關法
規，在法規授權下，中央健康保險署將可運用多元協商議
價的機制，與藥商取得共識，加速引進好的新藥，讓病患
能獲得更及時的治療與照顧。

近年來，隨著藥品研發技術日新月異，各類新藥(例
如癌症新藥)紛紛上市，讓眾多病患引頸期待；但由於該
等新藥往往價格昂貴，且實際臨床效能仍有待上市後一步
驗證，目前各國如英國、義大利、加拿大、韓國，為解決
新藥對健保財務之衝擊及新藥效能表現之不確定性，乃採
取藥品給付協議機制。

為了讓國內新藥使用能與國際同步，衛福部於今
（107）年9月19日公告修正「全民健保藥物給付項目及
支付標準」部分條文，新增以療效或財務結果為基礎之給
付協議，提供多元風險分攤模式，包括核價後以病人的整
體存活期，疾病無惡化存活期及臨床療效反映等結果，或
由廠商返還藥費一定比例金額，以及藥商提供固定折扣，
補助治療或搭配其他藥品的部分藥費等多元方式，讓健保
署與藥商進行藥品給付議價協商時可以搭配運用，以便及
早引進好的新藥。

針對病友團體關注國內癌症新藥之核准，健保署指出，
根據IMS Health(寰宇藥品資料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統計，
2014至2015年全球核准上市的癌症藥品，於2016年5月
前獲保險給付之比率，僅美、法兩國大於50%，其他先進
國家平均給付比率約30%，而台灣的給付比率為35%，
我國對於癌症藥品之給付速度，絕對不輸給醫藥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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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日期:107/09/21

疾病管制署表示，民眾日前於宜蘭縣拾獲之東亞家蝠，

經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檢測鑑定為麗沙病毒陽性，

其基因型與狂犬病病毒屬同一類基因親緣群( Phylogroup

I )，為臺灣特有蝙蝠麗沙病毒。依據農業委員會監測資料，

國內自2016年迄今共計4例蝙蝠檢出麗沙病毒，分別位於

臺南市、雲林縣、新北巿、宜蘭縣。

國際文獻研究報告指出，對於疑似麗沙病毒之暴露後

預防接種，可使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浸潤傷口以中和病毒，

施打狂犬病疫苗對於第一類基因親緣群麗沙病毒，具交叉

保護作用。為維護國內民眾健康及安全，避免麗沙病毒感

染案例發生，疾管署修訂「疑似狂犬病或麗沙病毒動物抓

咬傷臨床處置指引」之出現麗沙病毒陽性動物之地區，將

「於宜蘭縣境內疑似暴露於蝙蝠麗沙病毒者」納入狂犬病

免疫球蛋白及狂犬病疫苗之接種適用對象。

疾管署再次呼籲，民眾勿接觸及捕捉野生動物（包括

蝙蝠），每年須帶家中犬、貓寵物等施打狂犬病疫苗，如

不慎遭野生動物抓咬傷，請以肥皂及大量水清洗傷口15分

鐘，再以優碘或70%酒精消毒後，儘速前往「人用狂犬病

疫苗接種服務醫院（衛生所）」就醫，由專業醫師評估，

接受適當醫療處置，以降低發病風險，確保生命安全。相

關資訊請參閱疾管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0800-001922）洽詢。

因應國內出現蝙蝠確診麗沙病毒，疾管署調整
人用狂犬病疫苗及免疫球蛋白之接種適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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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掛號可單印交付處方箋

1

2

在掛號的右邊點取「看」

選擇處方箋日期，下方「僅印處方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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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秘書功能

看診 → 檔案 → Ｆ小秘書資料建檔

小秘書是提醒的功能：依各人所設定提示告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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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診大師下載藥價－新增全國院所名單

桌面上 藥價更新捷徑

如桌面上沒有捷徑，可從 看診大師 → 3申報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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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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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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及藥師公會全聯會
攜手「推廣附掛處方箋二維條碼計畫」

二維條碼處方箋優點

購買優惠
購買二維條碼處方箋系統者

贈二維掃描器一支!

免輸入藥品

提升上傳正確率

縮短藥師調劑時間

系統操作好簡單

免手打
免等候

台中市西屯區福安11街20號

常誠電腦
真誠/完美/共榮

www.esis.com.tw

陳永欣 0982-971935 /毛嘉翎 0963-188347

服務人員

原價12,000元

特惠價 10,000元

(04)2358-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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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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