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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設立長照服務機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更新時間:107/08/02

🤔 步驟①：
您想設立哪一種類別的長照服務機構呢？
先確認您想設立的是「居家式」、「社區
式」或「住宿式」的機構類別。

📚 步驟②：

依據您想設立的機構類別，閱讀相關法規
規範，了解設立的流程、條件及規範。

✍ 步驟③：

準備相關書表文件，向設立所在地縣市政
府提出申請。

相關法規規範:

照顧服務法

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細則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評鑑長期辦法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

長照服務法相關規定(常見問題Q&A)

詳細資訊:
https://1966.gov.tw/LTC/cp-3673-38870-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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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虛擬代碼

申報新增虛擬代碼R005

須改版VPN1071128

R001:因處方箋遺失或毀損，提供切結文件，提前回診，且

經院所查詢健保雲端藥歷系統，確定病人未領取所稱

遺失或毀損處方之藥品。

R002:因醫師請假因素，提前回診，醫事服務機構留存醫師

請假證明資料備查。

R003:經醫師專業認定需要改藥或調整藥品劑量或換藥者。

R004:其他非屬R001~R003之提前回診或慢性病連續處方

箋提前領取藥品或其他等病人因素，提供切結文件或

於病歷中詳細記載原因備查。

R005:民眾健保卡加密或其他健保卡問題致無法查詢健保雲

端資訊，並於病歷中記載原因備查。

備註:上開相關病人提供之切結文件，請醫事機構妥善保留

備查。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日期:10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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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
於107年11月12日正式上線

一、為配合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原先單一入口子

系統連結（孕產婦健康管理系統、婦幼健康管理

系統、兒童健康管理系統）已關閉，請您先至婦

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

（https://mbh.hpa.gov.tw/） 。

二、開放各單位"管理者"申請帳號

（１）107年11月12日至107年11月30日開放各單

位"管理者"申請帳號密碼，各單位管理者以2

人為上限(醫學中心3人為上限)。

（２） 107年11月26日開放各單位一般使用者申請

帳號密碼。

三、國民健康署「預防保健服務單一入口系統」已正

式上線，網址如下: https://pportal.hpa.gov.tw/

如您已有申請「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帳號，

無需再申請「預防保健服務單一入口系統」之帳

號，系統已自動為您綁定。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mbh.hpa.gov.tw/
https://pportal.hpa.gov.tw/
https://pportal.h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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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雲端查詢系統-
新增「CDC預防接種」頁籤功能

一、雲端藥歷只會留存三個月內的藥歷，如三

個月內無領藥紀錄，查詢雲端會直接出現

下圖「 CDC預防接種」畫面，為正常。

二、查詢預防接種系統如無法使用，請改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開啟，並下載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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疱疹用藥放寬給付範圍 50萬病患受惠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日期:107/11/15

攸關眾多罹患疱疹病患之全身性抗疱疹病毒用藥，獲衛生

福利部拍板定案，原給付範圍限於頭頸部、生殖器周圍等部位，

及免疫機能不全、癌症及器官移植的病人發生疱疹時使用，自

今年12月1日起開放以acyclovir 400毫克藥品治療者，不限發

生部位及病患族群，預估有50萬人受惠。

健保署表示，過去健保給付抗疱疹病毒用藥，設有給付條

件，包括病灶發生於頭頸部、生殖器周圍等部位，以及免疫機

能不全、癌症及器官移植的患者發生疱疹時使用；若不符給付

條件，則病人大多以自費用藥數百元到千餘元不等。

健保署認為健保各項給付政策應以廣大病人的需求為出發

點，特別是抗疱疹病毒用藥應該「苦民所苦」，認為應放寬疱

疹用藥的給付條件，並提交全民健保藥物共同擬訂會議多次討

論。不過，與會代表對於放寬給付造成之財務衝擊及成本效益

討論熱烈，未達成共識，最終在今年8月份會議中決議，由健保

署提出健保署、基層醫界、及提案單位皮膚科醫學會版本，呈

請衛生福利部裁示。

衛生福利部同意依健保署版本開放給付範圍，亦即帶狀疱

疹及單純疹所需口服acyclovir 400毫克，不限年齡、不限發生

部位及病患族群，但使用療程以7日為限。據此估計，約有50

萬疱疹病患因為放寬給付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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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藥品給付規定」修訂對照表 第10節 抗微生物劑

Antimicrobial agents
（發布日期107/11/23，自107年12月1日生效）

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10.7.1.抗疱疹病毒劑(98/11/1）
10.7.1.1.全身性抗疱疹病毒劑
1.Acyclovir：(98/11/1、

100/7/1、107/12/1)
(1)使用本類製劑，除400mg規

格量口服錠劑外，應以下列
條件為限：(107/12/1)

I.疱疹性腦炎。
Ⅱ.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

三叉神經第一分枝VI皮節，
可能危及眼角膜者。

Ⅲ.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
薦椎S2皮節，將影響排泄功
能者。

Ⅳ.免疫機能不全、癌症、器官
移植等病患之感染帶狀疱疹
或單純性疱疹者。

Ⅴ.新生兒或免疫機能不全患者
的水痘感染。

Ⅵ.罹患水痘，合併高燒(口溫
38℃以上)及肺炎(需Ｘ光顯
示)或腦膜炎，並需住院者。
（85/1/1）

Ⅶ.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所引
起之角膜炎或角膜潰瘍者。

Ⅷ.急性視網膜壞死症(acute

10.7.1.抗疱疹病毒劑(98/11/1）
10.7.1.1.全身性抗疱疹病毒劑
1.Acyclovir：(98/11/1、

100/7/1)

(1)使用本類製劑應以下列條件
為限：
I.疱疹性腦炎。
Ⅱ.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

三叉神經第一分枝VI皮節，
可能危及眼角膜者。

Ⅲ.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侵犯
薦椎S2皮節，將影響排泄功
能者。

Ⅳ.免疫機能不全、癌症、器官
移植等病患之感染帶狀疱疹
或單純性疱疹者。

Ⅴ.新生兒或免疫機能不全患者
的水痘感染。

Ⅵ.罹患水痘，合併高燒(口溫
38℃以上)及肺炎(需Ｘ光顯
示)或腦膜炎，並需住院者
（85/1/1）。

Ⅶ.帶狀疱疹或單純性疱疹所引
起之角膜炎或角膜潰瘍者。

Ⅷ.急性視網膜壞死症(a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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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retina necrosis)。
Ⅸ.帶狀疱疹發疹三日內且感染

部位在頭頸部、生殖器周圍
之病人，可給予五日內之口
服或外用藥品。(86/1/1、
87/4/1)

Ⅹ.骨髓移植術後病患得依下列
規定預防性使用acyclovir：
（87/11/1）

A.限接受異體骨髓移植病患。
B.接受高劑量化療或全身放射

治療 (TBI) 前一天至移植術後
第三十天為止。

(2)其中Ⅰ與Ⅵ應優先考慮注射
劑型的acyclovir。疱疹性腦
炎得使用14至21天。
（95/6/1、100/7/1）

(3)使用acyclovir 400mg規格
量口服錠劑除用於前述(1)Ⅹ.
外，療程以7天為限。
(107/12/1)

2.Famciclovir；valaciclovir：
(100/7/1、101/5/1)(略)

3.Acyclovir、famciclovir及
valaciclovir除上述特別規定
外，使用療程原則以10天為
限，口服、注射劑及外用藥
膏擇一使用，不得合併使用。
（95/6/1、100/7/1、
101/5/1）

retina necrosis)。
Ⅸ.帶狀疱疹發疹三日內且感染

部位在頭頸部、生殖器周圍
之病人，可給予五日內之口
服或外用藥品(86/1/1、
87/4/1)。

Ⅹ.骨髓移植術後病患得依下列
規定預防性使用acyclovir：
（87/11/1）

A.限接受異體骨髓移植病患。
B.接受高劑量化療或全身放射

治療 (TBI) 前一天至移植術後
第三十天為止。

(2)其中Ⅰ與Ⅵ應優先考慮注射
劑型的acyclovir。疱疹性腦
炎得使用14至21天。
（95/6/1、100/7/1）

2.Famciclovir；valaciclovir：
(100/7/1、101/5/1)(略)

3.Acyclovir、famciclovir及
valaciclovir除上述特別規定
外，使用療程原則以10天為
限，口服、注射劑及外用藥
膏擇一使用，不得合併使用。
（95/6/1、100/7/1、
101/5/1）

備註：紅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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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肝全口服新藥給付條件不再設限須肝
纖維化，明年元月上路

為讓更多C型肝炎病人能夠盡早接受全口服抗病毒新藥的治

療，並達到2025年台灣消除C肝的願景，全民健保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以下簡稱「藥物共擬會議」)今(15)日

通過C型肝炎全口服新藥不再限定肝纖維化程度。這項開放新制

預計自108年元月上路，預計未來7年全台至少約21萬名C肝病人

受惠。

衛生福利部表示，台灣早年創世界之先，自1986年推動新

生兒全面接種B型肝炎疫苗，有效阻斷母嬰垂直感染的途徑，使

下一代免於因感染B型肝炎而罹患肝硬化、肝癌之苦；然而C型

肝炎尚未發展出有效的疫苗，但有效治療也是阻斷感染源、預防

肝炎傳播的有效方法，如今衛福部希望透過全面開放C肝治療之

用藥條件，鼓勵所有C肝病人接受治療，希望在2025年就能提早

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HO)消除C肝的目標。

全口服C肝新藥由於具有更好的C肝根治療效，而且療程短，

服藥順從性高，自106年1月24日開始納入健保給付，開啟了國

內C肝防治的新紀元。不過，由於健保預算有限，給付條件先是

參採消化系醫學會之建議，以肝纖維化程度為F3(含)以上者，作

為優先給藥之對象，預計至今年底，國內有2萬9千人接受口服C

肝新藥治療，經統計完成療程的病人用藥後12週之病毒檢測結果，

其中約97%治療成功，不再檢測到病毒量，顯示Ｃ肝新藥治療成

效卓著。

衛福部表示，感謝行政院支持，今年健保總額爭取到更多的

健保C肝用藥專款經費，預計108年經費可望增加至65億元(其中

總額協商51.66億元，以及國發會核定C肝專屬0.2%總額成長率

之預算約13億元)，總金額較107年增加約三成。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日期:10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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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資訊帶著走 世界早產兒日 國民健
康署推e化「早產兒居家照顧手冊」

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偉表示，台灣面臨少子女化挑戰，如何

讓每位早產兒都能健康成長追上同齡足月兒之發展，以及如何幫

助早產兒及其家庭度過這段艱難的成長歷程，這些都是國民健康

署重視的課題，故於107年委託早產兒基金會，集結新生兒科醫

師、護理師、衛教及傳播領域專家共同編製「早產兒居家照顧手

冊」電子版(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626)，

內容涵蓋ㄧ般生活照護、健康照護及特殊問題照護等，期盼透過

各專業攜手e同守護，讓早產兒爸媽面對照顧小腳ㄚ挑戰時，除

了到醫院諮詢專業醫護外，也能有所依循的「照書養」。

早產兒基金會董事彭純芝醫師也說明，在早產兒成長過程中，

呼吸道發育不全、胃食道逆流等，都是常見問題，透過長期追蹤

觀察，「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仍是守護小腳丫健康成長的不

二法門。因此書中也針對寶寶的呼吸問題與腸胃道問題特別提出

說明，除了日常照護與預防感染之外，預防針有哪些？時程如何

安排？都有詳細介紹。

此外，擔心寶寶成長追不上同齡足月兒，更是許多早產兒父

母共同面對的不安全感。對此，新生兒科醫學會理事長許瓊心醫

師說明，矯正年齡是從寶寶原本的預產期開始算的年齡，是追蹤

其成長發育的重要根據，建議家長可參考書中的寶寶成長曲線圖，

不必一味與其他足月兒比較，以避免不必要的焦慮。

小花護理師表示，現在網路資訊太多，且無從查證其正確性，

有了國民健康署出版的這本手冊寶典，相信可以讓很多早產兒爸

媽安心照顧寶寶。為提升資訊之可近性及便利性，手冊電子內容

還提供下載便於查閱，推薦父母們多加參考利用，讓小腳ㄚ們平

安長大！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日期:107/11/16

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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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腎患者病歷新增處方集

先到檔案→處方集建檔→新增處方集

填入處方集代號、診斷、醫令並存檔

新功能介紹 :
如果洗腎沒有預設處方集
程式會自動帶醫令58029
因有的患者洗腎醫令是58027
避免每次都要自行更改
或者忘記更改
可以在病歷首頁輸入此患者所要的處方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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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技

巧

看診畫面上方→病歷首頁

之後看診病歷會輸入洗腎處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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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技

巧

居家照護療程次數

設定→掛號參數設定→同療

如果選擇設定2 :3次
在完診 → 同療排程 → 療程次數會自動為3次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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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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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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

品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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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