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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108年10月1日起重複用藥管理方案擴大至全藥品類別
調整本國籍保險對象不分年齡健保卡就醫可用次數
108年9月24日恢復供應含ranitidine成分藥品
產品新訊：「常誠醫療機器人」「檢驗資料即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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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管理方案」將
自108年10月1日起擴大至全藥品類別

中央健康保險署為全面落實民眾用藥安全，將門診藥

品進行全面管理，「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

（下稱重複用藥管理方案）自108年10月1日起，採全部口

服藥品類別（降血糖藥品含針劑）。調整內容及配套措施

如下，詳細內容請逕上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資訊網服務

系統（VPN）」參閱（路徑：下載專區／保險對象用藥管

理）。

調整內容：

(一) 新增類別包含：口腔疾病用藥、皮膚病抗真菌用藥、

血管保護用藥、抗牛皮癬藥物、痤瘡用藥、抗感染和

抗菌用藥、皮質類固醇用藥等。

(二) 擴大實施藥品範圍：現行為給藥日份14日(含)以上之

六十大類藥品，調整為給藥日份7日(含)以上之全藥類

藥品。

配套措施：

(一) 自108年8月起回饋「門診全藥類藥品重複藥費虛擬核

扣報表」，回饋各醫療院所108年第2季重複用藥情形，

實施前按月持續回饋本報表，以供醫療院所自我管理。

(二) 自108年9月起，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跨院重複

開立醫囑主動提示功能(API)回饋餘藥資訊範圍，將擴

大至門診全藥類。

(三) 持續宣導民眾用藥安全，提升民眾安全用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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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改版為108/09/24以後版本並下載9月份藥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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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本國籍保險對象不分年齡，保險對
象健保卡就醫可用次數

主旨：轉知本署自108年7月25日起本國籍保險對象不

分年齡，健保卡更新給予就醫可用次數調整為一

律3次，請查照。

說明：

一、本署為即時查核本國籍保險對象特殊身分註記(如

榮民或福保)，或尚有可用次數之註銷卡遭誤用，

自108年3月28日起分階段調整本國籍保險對象

健保卡就醫可用次數如下：

（一）第一階段，業於108年3月28日上線：本國籍保

險對象不分年齡，可用次數一律改為6

次。(原6歲以下就醫可用次數18次、70歲以上

可用次數為12次)。

（二）第二階段，業於108年7月25日上線：本國籍保

險對象不分年齡，可用次數調降為3次。

（三）第三階段，預定108年12月31日前：本國籍保險

對象不分年齡，可用次數調降為1次。

二、如對本案規定有疑義，請洽本署中區業務組審核貴

院所醫療費用之承辦人

(聯絡電話：04-22583988轉各醫療費用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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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爭取更多C肝全口服新藥預算 優
先確保重症C肝患者治療不中斷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 日期：108/09/19

健保署以全民健康保險會同意今(108)年新增19億元C

肝用藥經費為目標，初步盤點釋出2.65億元，自108年9月

20日起，優先提供肝纖維化程度F3以上之C型肝炎患者使

用全口服新藥，後續將採逐步盤點總額預算結餘方式，確

保重症C肝患者治療不中斷。

有賴各界對於C型肝炎治療的推廣，今年C肝患者踴躍

接受全口服新藥治療，至7月底即達到健保總額編列C肝用

藥健保預算可分配之4萬多人名額，為爭取讓C肝患者及早

得到治療，健保署日前向全民健康保險會提案108年新增C

肝用藥經費，全民健康保險會最終同意優先由108年健保

總額「其他預算」之結餘支應，並以19億元為上限。

健保署表示，由於健保總額編列預算均有原定用途及

特性，預算結餘需要逐步盤點，故9月20日起優先開放肝

纖維化程度較嚴重的病患使用，健保署依據今年院所登錄

接受新藥治療之C肝患者資料，從每個月患者之肝纖維化

數據，估計自開放給付後至年底，肝纖維化程度F3以上者

約有4,000人。

健保署指出，明(109)年度健保總額預算編列將在本(9)

月於全民健康保險會進行協商，健保署將爭取編列充足C

肝用藥預算，也會積極與藥商協議，希望跨國企業廠商支

持台灣2025年消除C肝政策，透過價格協商，讓健保署能

以有限的預算讓更多的C型肝炎患者得到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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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藥署啟動「108年國產維生素類錠狀
膠囊狀食品工廠稽查專案」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08/09/24

國人經由攝取維生素以促進身體健康之保健意識高

漲，為落實源頭管理及保障國人食用安全衛生之目的，

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近日將啟動「108年國產

維生素類錠狀膠囊狀食品工廠稽查專案」，會同地方政

府衛生局針對該類食品工廠進行稽查。

本次稽查重點包含食品業者登錄資訊、自主管理、

食品添加物使用及管理、強制性檢驗、查驗登記許可內

容符合性、客訴分析、食品追溯追蹤系統、產品標示、

產品回收至銷毀作業流程及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GHP)等項目進行查核，如查獲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下稱食安法)相關規定將依法處辦。

食藥署呼籲食品業者應落實自主管理，並符合食安

法相關規定，倘未依規定實施檢驗或建立食品追溯追蹤

系統，經命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涉違反食安法第

7、9條規定，可依同法第48條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罰鍰。另使用不符「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規定之食品添加物，涉違反食安法

第18條規定；未辦理查驗登記者涉違反食安法第21條

規定；產品標示不符規定者涉違反食安法第22條規定，

前三項違規案件可爰依同法第47條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

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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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藥署公布至108年9月24日已完成檢驗
恢復供應、含ranitidine成分藥品清單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08/09/25

有關胃藥成分中ranitidine原料藥含有不純物「N-亞硝

基二甲胺 (NDMA)」，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

稱食藥署)已主動針對國內ranitidine藥品中健保用量較大的

製劑及原料藥優先抽樣，並要求業者啟動調查及針對市售

效期內所有ranitidine成分原料藥及製劑進行檢驗。為保障

民眾用藥安全，食藥署已要求業者應於108年9月23日前完

成含ranitidine成分藥品之預防性下架作業，經檢驗確認合

格者，始得恢復供應、銷售。目前食藥署已確認市售效期

內含ranitidine成分藥品2項，共12批，經檢驗合格，即日

起得恢復供應、銷售（清單如附件）。

食藥署將持續於本署網站公布得恢復供應、銷售含

ranitidine成分藥品之清單，並持續與國際合作，以快速取

得最新資訊，對於受影響的藥品，將即時公布資訊，以保

障民眾用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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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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1-8366
台中市大里區科技路3號10樓之3

精準的把關每一筆申報資料
為您減少漏報或少報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