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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

實施期間: 107年10月15日，校園於107年11月1日開打

實施對象:

實施對象 開打時程

校
園
以
外
對
象

1. 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

2. 50歲以上成人。

3. 具有潛在疾病者 [包括高風險慢性病

人(含 BMI>=30)、罕見疾病患者及

重大傷病患者)] 。

4. 孕婦及6個月內嬰兒之父母。

5. 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業人

員。

6. 安養、養護、長期照顧等機構對象。

7. 醫事及衛生防疫相關人員。

8. 禽蓄業及動物防疫相關人員。

10月15日

校
園

1. 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一

至三年級學生(含進修部學生與境外

臺校，但不含補校)、少年矯正學校

及輔育院學生，以及屬「中途學校-

在園教育」性質之兒童及少年安置

(教養)機構學生。

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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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手冊

當醫師出診做流感
接種，若無讀卡機
時，可用異常代碼
F000掛號

1.掛號

選擇卡號01流感疫苗接種
掛號費依診所收取費用填入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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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認掛號 種類預防保健、卡號01、自付額0、流感並儲存

3. 看診時系統自動帶出 診斷碼、疫苗代碼、接種處置費、
案件分類、部分負擔、就醫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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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藥品代碼 藥品英文名稱 劑型 規格量 藥商

K000453265 VAXIGRIP 注射劑 250MCL
賽諾菲安萬特股

份有限公司

K000453277 VAXIGRIP 注射劑 500MCL
賽諾菲安萬特股

份有限公司

J000113277 AdimFlu-S 注射劑 500MCL
國光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J000113265 AdimFlu-S 注射劑 250MCL
國光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5.流感疫苗廠牌及藥品代碼

4.處方集建檔
流感疫苗接種處方集: 處方集代碼OLD_D2。

6.藥品建檔

藥品處置建檔說明:

批價分類L99、總量1、一次量1、
日劑量1、用法IM、日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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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常規疫苗」
「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 」

接種處置費補助作業計畫

一、補助疫苗項目與劑次:

(一)兒童常規疫苗:

1.符合本署所訂公費接種條件之兒童接種各項常規

疫苗應接種或補種劑次。

2.補助上限訂為13歲以前(接種日≦13歲生日當日)。

(二)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

1.符合本署所訂公費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條件之75

歲以上長者(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如為外籍人

士，需具健保身分或持有居留證) 。

2.「接種年」減「出生年」≧75 歲。

二、補助原則:

1.補助係按接種疫苗劑次核計，每劑次補助100點

(若同時施打2劑，則補助 2劑*100=200點，依此類推)

2.實施對象因病或併同預防保健項目就診，經醫師評估

可同時接種兒童常規或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

苗者，可同時支付該等疫苗之接種處置費。

3.若當次就診同時接種兒童常規/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

球菌疫苗及流感疫苗，可同時支付流感疫苗及兒童常

規/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處置費。

4.當次就診若僅單純接種兒童常規或75歲以上長者肺

炎鏈球菌疫苗，支付該等疫苗接種處置費，不得再另

向健保署申請診察費，亦不再向民眾收取接種診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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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相關醫療費用申報及收費標準:

就診內容
費用

單純接種常規疫苗
因病就診

同時接種常規疫苗
配合兒童健檢時程
同時接種常規疫苗

常規疫苗
接種處置費

補助 補助 補助

診察費/

預防保健服務費

1.不向健保署申報接
種診察費

2.不向民眾收取接種
診察費

1.得向健保署申報因
病就診之診察費

2.不向民眾收取接種
診察費

1.得向國健署申報預
防保健服務費用

2.不向民眾收取接種
診察費

掛號費
得依各縣市所訂之

收費標準收取
得依各縣市所訂之
收費標準收取１次

得依各縣市所訂之
收費標準收取１次

其他醫療費用
(如醫材費等)

得依各縣市所訂之
收費標準收取

得依各縣市所訂之
收費標準收取

得依各縣市所訂之
收費標準收取

四、經費核付方式
1、自107年9月1日起各醫療院所請依「補助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

申報及核付作業」(附件1)及「補助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

接種處置費申報及核付作業」(附件2)併其他醫療費用每月向健保署

申報，由該署依流程核撥款項。

2、 107年8月31日前：為醫療院所增修資訊相關作業，請仍依原「補

助1歲以下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申報及核付作業」申報接種處

置費用。

3、針對107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間擴大範圍之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

置費，由國健署就醫療院所匯入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

(NIIS)且符於規定之接種資料，核算各醫療院所之應補助費用，與

各該院所之健保申報明細檔比對後，另行補付差額。

4、另107年1月1日至8月31日期間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之接

種處置費，由本署就醫療院所匯入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

(NIIS)接種資料篩選核算符於補助條件之費用，另行補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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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保

公

告

「兒童常規疫苗」操作手冊

一、掛號 卡號01 、種類預防保健、兒童疫苗

兒童疫苗:

接種日≦13歲生日當日

選擇卡號01 一般兒童疫苗接種
掛號費依診所收取費用填入

當醫師出診做流感
接種，若無讀卡機
時，可用異常代碼
F000掛號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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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之醫令代碼
為A2051C ，
若同時施打2劑， 則程式數量自動改為2 ，
補助200點

二、看診 案類D2 、部分負擔009 、就依序號IC01

三、若院所為小兒科
建議您進入掛號參數設定-> 設定2 預設兒童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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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歲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操作手冊

一、掛號 卡號01 、種類預防保健、肺炎鏈球菌

當醫師出診做流感
接種，若無讀卡機
時，可用異常代碼
F000掛號

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

「接種年」減「出生年」 ≧ 75 歲

選擇卡號01 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
掛號費依診所收取費用填入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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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020藥品處置建檔說明:

批價分類請填L99、用法設定IM

總量1、一次量1、日劑量1、日份1

肺炎鏈球菌接種處方集: 處方集代碼OLD_D6
為程式自動建檔， 當院所將肺炎鏈球K0020
藥品建檔完成後，請到處方集建檔修正，將
藥品輸入後存入處方集，若院所已有建肺炎
鏈球菌之藥品檔, 代碼非K0020 ，則請將處方
集建檔修正為院所內用之藥品碼亦可。

三、藥品建檔

四、處方集建檔

二、看診 案件分類D2 、部份負擔009 、就醫序號IC01

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處置費之
醫令代碼為A3001C
醫令類別：2 ，金額100點
疫苗之藥品代碼：K000492206
醫令類別：4 ，金額：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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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刷卡虛報醫療費用

【案情概述】

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生育事故時，特約醫事服務機

構依據健保相關法規提供醫療服務，可覈實向本署申報醫

療費用，惟未提供之醫療服務，則不得本署申報費用。經

查甲牙醫診所負責醫師A，為增加收入，未實際為保險對

象補牙，卻製作補牙之不實診療紀錄，以虛偽之證明向本

署虛報補牙之醫療費用。

因事證明確，負責醫師A對上開違規情事亦予以坦承，查

104年間醫師A共向本署虛報醫療費用2萬多點，本署爰依

規定處以甲牙醫診所停止特約二個月處分，負責醫師A於

停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A

醫師上述違規行為，亦涉及刑事詐欺罪嫌，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終結後亦提起公訴，本署將俟法院判決，再裁定

是否課處罰鍰。

【小結】

A醫師應依實際提供保險對象之醫療處置，向本署覈實申

報醫療費用，卻為貪圖小利製作不實之就醫紀錄，向本署

虛報醫療費用，此舉A醫師除了須將虛報之醫療費用歸還

本署外，診所及醫師還會被停止特約、不予支付處分，且

因前述違規行為亦涉刑事詐欺罪，A醫師還會被追究刑事

責任，所以，呼籲特約醫療院所切勿貪圖小利而遭受處罰、

背負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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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收取自費減重費用又虛報健保醫療費用

【案情概述】
全民健康保險之目的，係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保險對象發生
疾病、傷害或生育事故時，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依據健保相關規
定提供所需醫療服務並於病歷資料詳實記載，則可覈實向本署
申報醫療費用。經查有保險對象係至甲醫院自費做減重手術，
惟該醫院除了向保險對象收取自費開刀項目之費用外，同時又
以不正當行為、虛偽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外科住院診療
之醫療費用，虛報醫療費用計12萬餘點。
查甲醫院為自費減重民眾施行體重控制所生相關費用，因非屬
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給付範圍，自不得對非因疾病就診之自費
減重民眾，另以疾病為由申報健保醫療費用，甲醫院之虛報醫
療費用行為，經本署裁處停約外科住院業務三個月，甲醫院外
科負有行為責任A醫師於停約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
費用，不予支付。甲醫院申請以抵扣停約方式執行停約處分；
惟抵扣停約方式僅及於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爰此，甲醫院外科
負有行為責任A醫師仍處分於停約三個月期間，對保險對象提供
之醫事服務費用，本署不予支付。
由於甲醫院外科負有行為責任A醫師，不實申報醫療費用情事，
亦涉及刑事詐欺、偽造文書罪嫌，本署將配合檢調偵辦。又因
甲醫院不實申報醫療費用行為，除了應依全民健康保險特約及
管理辦法裁處停約之外，還要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課處不
實申報醫療費用2至20倍罰鍰。
【小結】
對於因自費減重就醫的保險對象，健保特約醫療院所，向保險
對象收取自費減重費用後，不應同時又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
之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健保醫療費用；如醫療院所認為保
險對象有因其他非因自費減重之疾病，需提供健保給付項目相
關的治療及藥物，應事先告知其原因，經其了解及同意後，提
供之醫療處置及處方，方可申報健保醫療給付。本案已涉及違
反行政罰責任(停約、罰鍰)及刑事責任(詐欺)，為了貪圖小利而
背負刑責，實在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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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及藥局聯合不當申報

【案情概述】
依醫藥分業原則，未自聘藥師的診所，應釋出處方箋；而藥局申
領藥費及藥事服務費，乃係基於藥物本身之費用及藥師依據處方
箋進行藥物之核對、確認、調劑、用藥指導可得之服務費用。
經查A診所及B藥局2家醫事機構相距路程至少需20-30分鐘，惟
保險對象至A診所就醫後，再至B藥局調劑之健保卡刷卡時間，
大多相隔10分鐘以內，經過本署深入追查，發現保險對象於A診
所就醫後，由診所內護士或醫師太太包藥及給藥，保險對象未曾
拿A診所的處方箋去B藥局領藥。惟A診所卻製作不實就醫紀錄，
向本署申報渠等因疾病就醫開立處方交付特約藥局調劑之診察費，
而B藥局則向本署申報保險對象於A診所就醫交付處方箋進行調
劑之藥費及藥事服務費。
因事證明確，A診所及B藥局之負責醫事人員事後皆坦承錯誤，
經查此2家醫事機構共向本署虛報醫療費用3萬多點，本署爰依
規定分別停止其健保特約2個月，負責醫事人員於停止特約期間，
對保險對象提供之醫事服務費用不予支付，並以涉嫌詐欺、偽造
文書罪嫌向地檢署提起告訴，A診所醫師及B藥局藥師除了要面
對行政裁罰與刑事究責外，本署未來還要視刑事處罰結果，決定
是否課處不實申報醫療費用之罰鍰。

【小結】
A診所未釋出處方給藥局，由非藥事人員調劑給藥，顯與藥事法
規相違悖，且影響醫療品質及損害病人權益，再者，A診所更將
保險對象就醫資料交由B藥局申報處方調劑相關費用之行為，除
須接受行政處分停止特約2個月，又涉及刑事詐欺、偽造文書罪
嫌，並需繳納罰鍰，因此賠上自己的清譽，還要背負刑事責任，
真可說是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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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媒體今(8)日報導「健保卡擬換新，走向定額錢包及

綁定手機虛擬卡片」，健保署澄清，新一代健保卡目前仍在

規劃中，未如媒體所指國發會主委陳美伶已拍板定案。

健保署說，本署於105年啟動新一代健保卡規劃並陳報行

政院規劃內容，有關部會提出不同意見進行討論，本署持續

就新一代健保卡計畫進行修正與檢討。基於新一代健保卡的

改革與一般民眾、醫療提供者與醫療資訊業者相關，因此於

107年4月在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由陳美伶主委邀集各部會

審議新一代健保卡計畫，為求審慎，請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及公共數位創新小組協助本署，針對健保卡改革召開協作會

議廣納各利害關係人意見，本署目前仍在政策規劃階段，召

開一系列協作會議產出可行方案中，並未如媒體報導陳美伶

主委已拍板定案。

第一場協作會議本署於107年7月4日邀請各類民眾族群、

醫師、藥師、護理師、公協會代表與專家學者等30人參加討

論，該次會議與會者認為實體健保卡仍需保留，並建議同時

發展虛擬健保卡，實體與虛擬併行提供民眾選擇，針對行動

支付共識為市面上已有多種支付工具，不建議健保卡用於支

付使用。第二場協作會議則於今(8)日召開，會議針對健保卡

之技術、成本與法規進行可行方案的討論。協作會議不會做

出政策決議，只會釐清議題或提出可能解法，納入後續政策

研議參考。

健保署強調，新一代健保卡目前仍在規劃中，亦未納入

行動支付及電子錢包的功能，本署會充分考量資訊安全、各

界可負擔成本、技術便利性與維護醫療品質等前提下提出具

體可行方案，提供國人優質、方便與安心的健保醫療服務。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建檔日期:107-08-08

新一代健保卡仍在規劃中，啟動協作會議廣納各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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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建檔日期:107-08-21

107年9月1日起，政府擴大兒童及長者公費疫苗接種處置
費補助，民眾不需額外負擔診察費

疾管署宣布，補助醫療院所執行公費疫苗接種之處置費

原僅限於公費流感疫苗及1歲以下兒童常規接種的7診次，經

各界持續爭取，獲行政院同意本（107）年將補助範圍擴及

兒童常規疫苗入國小前之所有應接種劑次（共20劑）及75歲

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特別感謝醫界全力配合推動國家

預防接種以共同促進國民健康，亦感謝立法院多位委員對此

政策的支持。

疾管署表示，雖然合約院所長年以來協助公費疫苗接種，

需負擔疫苗管理、接種前評估與衛教、以及接種後行政作業

等相關行政成本，全面補助公費疫苗接種處置費，是基於照

顧民眾健康，以此項補助鼓勵院所持續提供方便且優質的疫

苗接種服務。公費疫苗接種處置費補助新方案實施後，預防

接種合約院所辦理兒童各項常規疫苗應接種或補種劑次、75

歲以上長者之肺炎鏈球菌疫苗及流感疫苗，均採按劑補助，

每劑以100元計算，疫苗基金每年估計將增加支出2.7億元。

民眾就診如為單純接種兒童常規或75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

疫苗，院所不再向民眾收取診察費。

疾管署另提醒，自本年9月1日起，兒童及長者接種公費

疫苗將不用再額外負擔診察費，但是掛號費或醫材等其他費

用，醫療院所還是可以依各縣市所訂的收費標準酌收。本年

公費流感疫苗10月15日開始接種，再次提醒民眾記得及早完

成接種。相關資訊可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預防接種專區」

（https://www.cdc.gov.tw），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

（或0800-001922）洽詢。



22

產

品

新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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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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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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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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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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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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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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