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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7月起實施食品規範新制

為強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並保障消費者權益，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於108年7月起有3項新制上路，新制規

範內容重點摘要如下：

一、新增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HACCP）業別：資本額三

千萬元以上未達一億元之「食用油脂工廠」、「罐頭工廠」、

「蛋製品工廠」自108年7月1日起應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二、設置衛生管理人員業別：其他食品製造工廠依規模分階段設置

衛生管理人員，其中資本額一億元以上者，自108年7月1日實

施。

三、新增1食品業者登錄類別-物流業：應辦理登錄之物流業者規模

及實施日期如下：新辦理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業者，

自公告日實施；已辦理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業者，

自108年7月1日實施。

食藥署再次呼籲，食品業者應留意新制規定，請勿觸法，如未

依規定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食品業者，依食安法第44條第

1款規定，經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

元以下罰鍰，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未依規

定設置衛生管理人員之食品業者，依食安法第47條第4款規定，處

新臺幣3萬元以上3百萬元以下罰鍰。另，食品業者應依法完成登錄，

始得營業，如未完成登錄且經要求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可依

食安法第48條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詳細新制內

容可參閱附件資訊，或至本署官方網站(http://www.fda.gov.tw)之

「公告資訊」項下查詢相關公告或新聞。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0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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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藥署澄清「一般牙膏、漱口水」 110

年7月1日起納入化粧品

部分媒體報導「一般牙膏、漱口水 108年7月1日納入

化粧品管理」，食品藥物管理署(食藥署)澄清，為給予業者

足夠準備時間因應，修正產品包裝、成分配方，一般牙膏、

漱口水訂於110年7月1日正式納入化粧品管理。

食藥署表示，參酌國際管理趨勢，將一般牙膏、漱口水

納入化粧品管理，自110年7月1日起一般牙膏、漱口水均

須符合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規定，產品需全成分標示、

符合禁限用成分規定與微生物容許量標準、製造廠須符合

我國化粧品設廠標準等，有助於全面提升一般牙膏、漱口

水之管理強度，將更能保障我國消費者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08/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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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管署澄清某媒體報導「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
性投藥(PrEP)要納入健保給付」為錯誤訊息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日期：108/06/09

有關某媒體於2017年8月初報導「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

投藥(PrEP)要納入健保給付」，報導中表示傳聞PrEP將在當年8

月底納入健保，然而該報導亦未經求證及平衡報導，近期陸續

有民眾未知此報導為錯誤訊息，而加以轉發，疾管署澄清說明

如下：

一、PrEP為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不是健保給付項目。

健保僅給付治療愛滋感染者，並不給付給PrEP服藥者。而

預防性投藥可以預防愛滋感染，有效降低新感染數，降低

感染後的醫療支出。

二、本署107年-108年與全國38家醫療院所執行「愛滋病毒篩

檢與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計畫」（簡稱

PrEP計畫），補助對象為感染者的配偶或伴侶和30歲以下

有高風險行為者，且都需經由醫師評估後認為有必要者才

可以加入，除了服藥，也包含衛教諮詢及個案管理、性病

篩檢、藥癮及精神情況評估，並適時給予戒治或轉介等整

合性服務。民眾加入PrEP計畫也須要自費負擔掛號費、診

察費、藥事服務費、檢驗費等，並不是完全免費。

三、在服用PrEP藥物前，醫師會評估民眾的B肝帶原與肝功能

情形，再決定是否開立PrEP處方。

提醒民眾請勿轉傳或散布不實訊息，如想了解暴露愛滋病

毒前預防性投藥(PrEP)，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網

址：https://www.cdc.gov.tw/Category/QAPage/-eLOqvUsk7p9SfwYFjyW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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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修訂含valproate類成分藥品用於婦女的
使用原則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日期：108/06/24

近年國際上發布含valproate類成分藥品用於治療癲癇、偏
頭痛或躁鬱症在具有生育能力婦女時，可能有產下畸胎或胎兒
發育不全的風險。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
雖已於102年9月24日部授食字第1021450909A號公告限縮該
成分藥品的使用，禁止使用於懷孕婦女偏頭痛的預防，對於其
他適應症的懷孕婦女，亦僅限用於無法使用其他藥物治療的情
形，並要求中文仿單加刊先天性畸形風險相關警語及注意事項，
惟為確保民眾用藥安全，重新評估該成分藥品用於治療懷孕婦
女癲癇或躁鬱症的臨床效益及風險，經蒐集國內外資料，並提
藥品安全評估諮議小組討論，決議修訂該成分藥品用於婦女的
使用原則，並自108年6月24日起公告含valproate類成分藥品
禁止使用情形如下:

(一) 禁用於治療懷孕婦女的躁鬱症。

(二) 禁用於治療懷孕婦女的癲癇，除非沒有適合的替代療法。

(三) 禁用於具有生育能力的婦女治療其癲癇或躁鬱症，除非能
確實履行避孕計畫。

食藥署提醒醫師應依據108年6月24日公告使用原則處方含
valproate類成分藥品，對於具有生育能力的婦女應針對其懷孕
的可能性進行評估，同時處方前應詳細告知於懷孕期間使用該
藥品的相關風險。具有生育能力的婦女使用該類藥品時應採取
有效的避孕措施，倘發現可能懷孕請立即回診。

食藥署已建立藥物安全資訊主動監控機制，除有藥物不良
反應通報系統之外，對於安全有關訊息，隨時進行瞭解，以保
障民眾之用藥安全。同時也提醒醫療人員或病患當有疑似因為
使用（服用）藥品導致不良反應發生時，請立即通報給衛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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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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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為出國旅遊旺季，提醒民眾事先至疾管署
網站「國際旅遊處方箋」查詢最新國際疫情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 日期：108/06/25

暑假是民眾出國的旺季，疾病管制署表示，近期國際間傳

染病疫情頻傳。疾管署呼籲，出國前可至疾管署網站「國際旅

遊處方箋」查詢最新國際疫情，或至「旅遊醫學門診」諮詢；

旅途中應落實疾病預防措施，而返國後21天內如有疑似症狀亦

應儘速就醫。

依據疾管署監測資料顯示，近期登革熱疫情於東南亞國家

及馬爾地夫處高峰或流行期，且高於近年同期；屈公病疫情亦

於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馬爾地夫持續發生；而茲卡疫情於

東南亞、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部分國家仍具風險。腸病毒疫情

於中國大陸、香港、韓國、日本及新加坡均呈上升趨勢。近期

流感病毒於南半球活動度增加，其中澳洲、紐西蘭、南非及智

利疫情上升。此外，籲請預計於今年8月9日至14日赴沙烏地阿

拉伯參與麥加朝覲（Hajj）者，除應注意個人衛生安全及瞭解

當地注意事項外，並應避免接觸駱駝或生飲駱駝等動物奶，以

降低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感染風險。

麻疹疫情則於越南、泰國、菲律賓、烏克蘭、羅馬尼亞、

法國及波蘭等國持續發生。由於接種麻疹、德國麻疹及腮腺炎

混合（MMR）疫苗可有效預防感染，因應自費MMR疫苗需求，

疾管署自5月中旬起陸續釋出5萬劑公費MMR疫苗，並爭取到

14萬劑自費疫苗進口，預計於7月上旬可恢復供貨。呼籲計劃

前往流行地區之成人、出生6個月以上未滿1歲幼兒，及可能頻

繁接觸外國旅客之公司員工，可至疾管署網站查詢提供自費

MMR疫苗之院所並事先洽詢確認疫苗充足，再前往自費接種。

疾管署提醒，民眾出國前可至疾管署網站「國際旅遊處方

箋」查詢欲前往地區之傳染病風險及相關預防資訊，或於出國

前2至4週至「旅遊醫學門診」諮詢並依建議評估是否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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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自108年6月1日起施行。

須改版108/06/25之以後版本

施行期間：自108年6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有關人數及加成部份，整理如下：

(六)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5、各類訪視人員每人服務

人次上限如下，超過的部分不予支付訪視費用，

【惟夜間及例假日緊急訪視人次不納入計算】：

(1)醫師：每日訪視人次以8人次為限，且每月以180

人次為限。

(4)護理人員：每月訪視人次以100人次為限(含安寧

療護)，僅執行安寧療護以45人次為限。

(5)呼吸治療人員：每月訪視人次以60人次為限。

(6)藥師、其他專業人員：每月訪視人次以45人次為

限。

(7)為確保照護品質，各類訪視人員執行本計畫之每

月服務人次上限，與執行醫療服務支付標準第五

部第一章居家照護及第三章安寧居家療護，以及

呼吸器依賴患者照護計畫、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計

畫之特定需求者牙醫醫療服務之服務人次歸戶合

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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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訪視適應症與加成方式：

適用醫師訪視費(不含牙醫師、中醫師)、護理人員訪視費及呼

吸治療人員訪視費：

(一) 適應症：

1. 生命徵象不穩定。

2. 呼吸喘急持續未改善。

3. 譫妄或意識狀態不穩定。

4. 急性疼痛發作。

5. 發燒或突發性體溫不穩定。

6. 急性腹瀉。

7. 須立即處理之管路問題。

8. 其他經醫師評估有立即前往需要者。

(二) 除已有長期醫囑之須立即處理之管路問題項外，其他項

適應症須先由醫師就病人病情進行評估後，決定適當醫事

人員至案家緊急訪視，緊急訪視相關醫囑應載於訪視紀錄。

(三) 同一醫師對同一病人之緊急訪視，每日以一人次為限，

超過不予支付。

(四) 加成方式：

1. 以抵達案家時起算，若離開案家時跨不同加成區間逾

30分鐘，則以較高加成區間計算。

2. 夜間(下午五點到晚上十點)加計百分之五十。

3. 深夜(晚上十時至隔日早上八時)加計百分之七十。

4. 例假日(週六之零時起至週日二十四時止、國定假日零

時至二十四時)加計百分之四十。

5. 同時符合夜間及例假日，則加計百分之五十；同時符

合深夜及例假日，則加計百分之七十。

早上8點到下午5點 下午五點到晚上十點 晚上十點至隔日早上八點

未加成 加計百分之五十 加計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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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
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

一、醫令執行日期及人員控制檔：新增執行時間和加成

註：僅展示05307C醫訪費的範例

二、國定例假日建檔：每年年初

改版後會新增該年度例假日

之建檔，請有參加居家整合

計畫診所務必記得!
看診 → 檔案 → G.國定例假日建檔

三、特定治療項目：

須確實填入EC，方可加成

看診 → 檔案 → H.醫令執行日期及人員控制檔



開始時間：抵達案家開始計算
執行時間：輸入實際在案家的時間

輸入開始時間和執行分鐘後，
則會自動計算出結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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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看診完診畫面：預設帶出完診時分，若無攜帶外出診療設

備(行動筆電等)，請在回診所輸入病歷時，確實填入抵達

案家時間和執行分鐘；另外緊急加成部分則須符合圖片所

述之適應症和加成時間，符合則選擇「加成」

填入加成，須符合下列兩點：
(一)緊急訪視適應症，如下

1.生命徵象不穩定。 2. 呼吸喘急持續未改善。
3. 譫妄或意識狀態不穩定。 4. 急性疼痛發作。
5. 發燒或突發性體溫不穩定。 6. 急性腹瀉。
7. 須立即處理之管路問題。 8. 其他經醫師評估有立即前往需要者。

(二)加成時間
1. 以抵達案家時起算，若離開案家時跨不同加成區間逾30分鐘，則以較高加成區間

計算。
2. 夜間(下午五點到晚上十點)加計百分之五十。
3. 深夜(晚上十時至隔日早上八時)加計百分之七十。
4. 例假日(週六之零時起至週日二十四時止、國定假日零時至二十四時)加計百分之四

十。
5. 同時符合夜間及例假日，則加計百分之五十；同時符合深夜及例假日，則加計百分

之七十。

五、醫令清單呈現(以夜間加成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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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
居家醫療照護計畫併行預防保健

一、預防保健：糞便潛血檢查、口腔黏膜檢查、成人健檢

二、完診→預防保健→治療項目選入EC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

治療項目務必
要填上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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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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18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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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大里區科技路3號10樓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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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1-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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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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