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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報告大綱報告大綱報告大綱

•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
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連續假期連續假期連續假期連續假期開開開開診資訊登錄診資訊登錄診資訊登錄診資訊登錄

•全民全民全民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說明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說明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說明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說明

•藥局醫療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錯誤藥局醫療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錯誤藥局醫療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錯誤藥局醫療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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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醫事服務鼓勵醫事服務鼓勵醫事服務鼓勵醫事服務機構機構機構機構

即時即時即時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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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全民全民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機構機構機構
即時即時即時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 107年1月1日修正實施。
� 目的：為鼓勵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升網路頻寬，以利即時

、迅速查詢病患於不同醫事機構間之醫療資訊，供處方參
考，以確保保險對象就醫安全，以及提升醫療服務效率。

� 固固固固接網路接網路接網路接網路：診所及交付機構得選擇企業型或專業型光纖
1M或2M或一般型光纖6M/2M(新增)之網路。

� 診所及交付機構適用五項獎勵指標，各項指標支付權重為
50%，由保險人依指標達成項目最高二項計算，支付權重
最高為100%。

� 固固固固接網路接網路接網路接網路」」」」網路月租費網路月租費網路月租費網路月租費，，，，按季核算並支付按季核算並支付按季核算並支付按季核算並支付，，，，支付方式分為支付方式分為支付方式分為支付方式分為
基本費及指標獎勵基本費及指標獎勵基本費及指標獎勵基本費及指標獎勵，，，，其計算方式如下其計算方式如下其計算方式如下其計算方式如下：：：：
�基本費基本費基本費基本費：：：：繳交網路頻寬之月租費金額繳交網路頻寬之月租費金額繳交網路頻寬之月租費金額繳交網路頻寬之月租費金額××××50%。。。。
�指標獎勵指標獎勵指標獎勵指標獎勵：：：：繳交網路頻寬之月租費金額繳交網路頻寬之月租費金額繳交網路頻寬之月租費金額繳交網路頻寬之月租費金額××××50%××××Σ獎勵指獎勵指獎勵指獎勵指
標達成之支付權重標達成之支付權重標達成之支付權重標達成之支付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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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寬調整前後服務比較頻寬調整前後服務比較頻寬調整前後服務比較頻寬調整前後服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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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類型 公告頻寬 實裝頻寬 費率 比較

ADSL VPN 4M/128K 4M/128K 431 自付431元(無補助)

FTTX
一般型
VPN

6M/2M 16M/3M 1,702

1.參加本方案，月租費即補助
50%，851元元元元。。。。

2.達成1個核付指標(權重50%)
即能補助1,277元元元元，故實際只
需支付425元。

3.達成2個核付指標(權重100%)
則全額補助全額補助全額補助全額補助。(註)

註：參加本方案，月租費即補助50%，851元元元元。。。。

-達成1個指標個指標個指標個指標再行補助25%，故總共補助總共補助總共補助總共補助75% ，，，，1,277元元元元(851元元元元+426元元元元)。

-達成2個指標個指標個指標個指標則再補助50%，即全額補助全額補助全額補助全額補助_1,702元元元元。



診所及交付機構適用指標診所及交付機構適用指標診所及交付機構適用指標診所及交付機構適用指標

� 達成達成達成達成5項指標中任項指標中任項指標中任項指標中任2項項項項，，，，另補助另補助另補助另補助月租費月租費月租費月租費50%_即全額補助即全額補助即全額補助即全額補助

1.健保卡上傳作業正確率健保卡上傳作業正確率健保卡上傳作業正確率健保卡上傳作業正確率指指指指標標標標，，，，依依依依107年年年年2月份資料月份資料月份資料月份資料，，，，藥局上傳正確率未藥局上傳正確率未藥局上傳正確率未藥局上傳正確率未
達達達達90%僅有僅有僅有僅有26家家家家，，，，即即即即97.46% (996/1022)藥局已藥局已藥局已藥局已達成達成達成達成，，，，所以只要參加本方所以只要參加本方所以只要參加本方所以只要參加本方
案案案案一般一般一般一般型型型型FTTB 6M/2M(1,702元元元元)，，，，即可享補助即可享補助即可享補助即可享補助1,277元元元元，，，， 只只只只需需需需付付付付425元元元元，，，，
比目前比目前比目前比目前431元還要少元還要少元還要少元還要少。。。。

2.雲端藥歷查詢率雲端藥歷查詢率雲端藥歷查詢率雲端藥歷查詢率指標指標指標指標，，，，經查藥局經查藥局經查藥局經查藥局106年年年年Q4已有已有已有已有47.57%達成達成達成達成，，，，推估約有推估約有推估約有推估約有
將近將近將近將近5成藥局都可獲全額補助成藥局都可獲全額補助成藥局都可獲全額補助成藥局都可獲全額補助。。。。

指標名稱 指標達成率 支付權重
1.門診病人健保醫療資訊雲端
查詢系統雲端藥歷查詢率 ＞45％ 50%

2.特定醫療資訊查詢關懷名單
網頁開啟率 ≧≧≧≧90% 50%

3.門診抽審案件數位審查 完成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認可之
試傳作業後，並正式單軌運作者 50%

4.健保卡上傳作業正確率 ≧≧≧≧90% 50%
5.檢驗（查）結果上傳率 ≧≧≧≧7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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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即日起自即日起自即日起自即日起，，，，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新加入新加入新加入新加入或或或或已申請已申請已申請已申請

本方案欲本方案欲本方案欲本方案欲變更頻寬變更頻寬變更頻寬變更頻寬者者者者

，，，，可至健保資訊網服可至健保資訊網服可至健保資訊網服可至健保資訊網服

務系統務系統務系統務系統(VPN)線上申請線上申請線上申請線上申請

，，，，並並並並以以以以負責醫師負責醫師負責醫師負責醫師之之之之「「「「

醫醫醫醫事人員卡事人員卡事人員卡事人員卡」」」」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至至至至「「「「醫療費用申報醫療費用申報醫療費用申報醫療費用申報/醫醫醫醫

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

作業作業作業作業」」」」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醫事機構醫事機構醫事機構醫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固接網路申請固接網路申請固接網路申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1)

藥局線藥局線藥局線藥局線上申請即時查詢就醫資訊上申請即時查詢就醫資訊上申請即時查詢就醫資訊上申請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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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申請頻寬項目及填寫聯絡資訊後，確認申請，即完成申請程序。

醫事機構醫事機構醫事機構醫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固接網路申請固接網路申請固接網路申請作業作業作業作業(2)

藥局線藥局線藥局線藥局線上申請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上申請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上申請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上申請即時查詢就醫資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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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機構

健保署資訊組

中華電信公司

3. 資訊組每日將核定院所資料交
換給中華電信公司。

*已勾選取得當事人同意本署將申
請資料提供中華電信公司

4.中華電信主動聯繫
院所，協助申請光
纖網路與安裝作業。

5. 中華電信公司定期將已完
工光纖網路之院所名單電
子交換給資訊組。

線上申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流程圖線上申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流程圖線上申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流程圖線上申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流程圖

6. 資訊組將中華電信提供
之完工日名單倒入ICE-
I2003S01，供分區查詢。

健保署分區業務組

2.系統每日批次通知分區業務組窗
口線上申請案件，由分區業務組
至「ICEI2003S01_即時查詢方案
固接網路單筆維護作業」核定。

1.線上申請：「VPN-醫療費用申報-
醫事機構固接網路申請作業」。
*限新申請及頻寬轉換申請
*以負責醫師之憑證登入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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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特約藥局申辦情形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特約藥局申辦情形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特約藥局申辦情形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特約藥局申辦情形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107.04.30)

藥局

臺北業務組 36.25% (737/2033)

北區業務組 55.80% (524/939)

中區業務組 41.97% (515/1227)

南區業務組南區業務組南區業務組南區業務組 34.02% (348/1023)

高屏業務組 41.59% (366/880)

東區業務組 47.06% (64/136)

本組各縣市藥局參加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本組各縣市藥局參加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本組各縣市藥局參加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本組各縣市藥局參加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107.04.30)

台南市 嘉義市 嘉義縣 雲林縣

35.35% (199/563) 38.30% (36/94) 47.58% (59/124) 22.22% (54/243)



連續假期連續假期連續假期連續假期開開開開診資訊診資訊診資訊診資訊登錄登錄登錄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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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假期請於假期請於假期請於假期前一個月前一個月前一個月前一個月確實登錄確實登錄確實登錄確實登錄

院所VPN登錄畫面路徑：首頁/醫務行政/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護/長假期看診時段

此處勾選開診日及時段，
若有其他注意事項可於此
處備註填寫(如無休診)。

民眾現在已
可 在 健 保
APP 查 詢 各
院所開診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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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說明說明說明說明-1
修法重點修法重點修法重點修法重點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第第第第7、、、、10條條條條、、、、第第第第14條第條第條第條第1項項項項、、、、第第第第3項項項項及第及第及第及第23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
自自自自107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1日施行日施行日施行日施行，，，，餘自發布日施行餘自發布日施行餘自發布日施行餘自發布日施行。。。。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 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慢性病慢性病慢性病慢性病他人他人他人他人
代代代代領藥領藥領藥領藥(7)

1.行動不便行動不便行動不便行動不便
2.出海之出海之出海之出海之遠洋遠洋遠洋遠洋
漁業漁業漁業漁業或或或或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船舶船員船舶船員船舶船員船舶船員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1.(精神障礙精神障礙精神障礙精神障礙)受監護或輔助受監護或輔助受監護或輔助受監護或輔助
宣告宣告宣告宣告，，，，具法院裁定文件具法院裁定文件具法院裁定文件具法院裁定文件
2.失智症失智症失智症失智症病人病人病人病人

不可開立慢性病不可開立慢性病不可開立慢性病不可開立慢性病
連續處方連續處方連續處方連續處方箋限制箋限制箋限制箋限制
(14-1)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二級二級二級二級管管管管
制制制制藥品藥品藥品藥品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未攜帶健保卡就醫未攜帶健保卡就醫未攜帶健保卡就醫未攜帶健保卡就醫」」」」

慢性病連續處方慢性病連續處方慢性病連續處方慢性病連續處方
箋列印二維條碼箋列印二維條碼箋列印二維條碼箋列印二維條碼
(14-1)

未規範未規範未規範未規範 得併列印得併列印得併列印得併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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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修正說明說明說明說明-2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修正前 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修正後

藥品藥品藥品藥品遺失再遺失再遺失再遺失再
領領領領藥藥藥藥(14-3)

函釋函釋函釋函釋:自費自費自費自費 將函釋增修入辦法將函釋增修入辦法將函釋增修入辦法將函釋增修入辦法:自費自費自費自費

住院留置健保住院留置健保住院留置健保住院留置健保
卡卡卡卡(10)

應留置應留置應留置應留置 查驗後歸還查驗後歸還查驗後歸還查驗後歸還

住院期間請假住院期間請假住院期間請假住院期間請假
外出外出外出外出門診門診門診門診(10)

醫師研判須立即接醫師研判須立即接醫師研判須立即接醫師研判須立即接
受診療受診療受診療受診療
1.慢性或精神科醫慢性或精神科醫慢性或精神科醫慢性或精神科醫
院院院院因不同診療科別因不同診療科別因不同診療科別因不同診療科別
2.透析服務透析服務透析服務透析服務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慢性或精神科醫院慢性或精神科醫院慢性或精神科醫院慢性或精神科醫院」」」」
醫師研判須立即接受診療醫師研判須立即接受診療醫師研判須立即接受診療醫師研判須立即接受診療
1.因不同診療科別因不同診療科別因不同診療科別因不同診療科別
2.透析服務透析服務透析服務透析服務

處方箋效期處方箋效期處方箋效期處方箋效期
(23)

自開立之日起算自開立之日起算自開立之日起算自開立之日起算
1.一般處方箋一般處方箋一般處方箋一般處方箋3日日日日(
遇例假日順延遇例假日順延遇例假日順延遇例假日順延)
2.慢性病連續處方慢性病連續處方慢性病連續處方慢性病連續處方
箋依各該處方箋給箋依各該處方箋給箋依各該處方箋給箋依各該處方箋給
藥日數計藥日數計藥日數計藥日數計

自開立之日起算自開立之日起算自開立之日起算自開立之日起算
1.排程排程排程排程檢驗檢驗檢驗檢驗(查查查查)：：：：180日日日日
2.排程排程排程排程復健復健復健復健治療治療治療治療：：：：30日日日日
3.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末次調劑末次調劑末次調劑末次調劑
之用藥末日之用藥末日之用藥末日之用藥末日
4.其他其他其他其他門診及門診及門診及門診及藥品處方箋藥品處方箋藥品處方箋藥品處方箋：：：：3日日日日
前項前項前項前項期間末日期間末日期間末日期間末日為例假日者為例假日者為例假日者為例假日者，，，，順延順延順延順延



慢性病慢性病慢性病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列印二維連續處方箋列印二維連續處方箋列印二維連續處方箋列印二維條碼條碼條碼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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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轄本轄本轄本轄66家家家家醫院醫院醫院醫院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建置建置建置建置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 已已已已完成完成完成完成：：：：50家家家家(其中醫學中心其中醫學中心其中醫學中心其中醫學中心3家家家家、、、、區域醫院區域醫院區域醫院區域醫院17

家均已全數完成建置家均已全數完成建置家均已全數完成建置家均已全數完成建置；；；；地區醫院為地區醫院為地區醫院為地區醫院為30家家家家)。。。。

• 近期將完成者近期將完成者近期將完成者近期將完成者：：：：3家家家家。。。。

• 未建置者未建置者未建置者未建置者：：：：13家家家家，，，，多因考量慢箋處方量極低多因考量慢箋處方量極低多因考量慢箋處方量極低多因考量慢箋處方量極低、、、、

建置費用等因素建置費用等因素建置費用等因素建置費用等因素，，，，醫院仍在評估中醫院仍在評估中醫院仍在評估中醫院仍在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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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費用費用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申報與審查常見申報與審查常見申報與審查常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1

�自動化審查異常自動化審查異常自動化審查異常自動化審查異常

� 申報欄位登錄錯誤:病患ID、出生日期、就醫日期、就
醫序號、交付機構代碼…，以致勾稽不到

�與院所藥品成份不同與院所藥品成份不同與院所藥品成份不同與院所藥品成份不同

�替代藥品應以相同或低於原處方藥品價格之同成分、
同劑型、同含量取代

�重複申報重複申報重複申報重複申報

�藥局同一處方申報2筆費用或藥事服務費

�慢箋就醫序號申報錯誤(如IC02, IC03)

�同一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同一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同一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同一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申報申報申報申報

19



同一同一同一同一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申報申報申報申報

1.106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1日函請日函請日函請日函請299家院所改善並副知各縣市家院所改善並副知各縣市家院所改善並副知各縣市家院所改善並副知各縣市藥師藥師藥師藥師生生生生公會公會公會公會
2.同時同時同時同時於於於於VPN公告週知正確申報調劑公告週知正確申報調劑公告週知正確申報調劑公告週知正確申報調劑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費用年月費用年月費用年月費用年月 家數家數家數家數 件數件數件數件數 核扣點數核扣點數核扣點數核扣點數 函請改善家數函請改善家數函請改善家數函請改善家數

10409-1060710409-1060710409-1060710409-10607 299299299299 1,2791,2791,2791,279 574,965574,965574,965574,965 299家第1次函請改善299家第1次函請改善299家第1次函請改善299家第1次函請改善

10608106081060810608 27272727 41414141 19,57119,57119,57119,571

10609106091060910609 27272727 32323232 16,37616,37616,37616,376

10610106101061010610 15151515 20202020 12,10112,10112,10112,101

10611106111061110611 14141414 18181818 6,6736,6736,6736,673

10612106121061210612 16161616 21212121 5,3945,3945,3945,394 3家第2次函請改善3家第2次函請改善3家第2次函請改善3家第2次函請改善

10701107011070110701 15151515 43434343 16,57816,57816,57816,578 1家第1次函請改善1家第1次函請改善1家第1次函請改善1家第1次函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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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處方箋同一處方箋同一處方箋同一處方箋不同藥局不同藥局不同藥局不同藥局重複申報處理原則重複申報處理原則重複申報處理原則重複申報處理原則

• 即時輔導即時輔導即時輔導即時輔導_處方箋未完處方箋未完處方箋未完處方箋未完成調劑時不能成調劑時不能成調劑時不能成調劑時不能申報申報申報申報

• 申報錯誤函申報錯誤函申報錯誤函申報錯誤函請改善請改善請改善請改善

– 未曾未曾未曾未曾函請函請函請函請改善者改善者改善者改善者，，，，申報錯誤件數大於申報錯誤件數大於申報錯誤件數大於申報錯誤件數大於2件件件件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 已已已已函請函請函請函請改善者改善者改善者改善者，，，，再次申報再次申報再次申報再次申報錯誤件數大於錯誤件數大於錯誤件數大於錯誤件數大於1件件件件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 對對對對已函請已函請已函請已函請改善改善改善改善2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次以上藥局藥局藥局藥局，，，，移移移移請醫務管理請醫務管理請醫務管理請醫務管理
科處科處科處科處理理理理

21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函與函與函與函與VPN公告內容公告內容公告內容公告內容

22

重申特約藥局正確申報調劑處方事宜重申特約藥局正確申報調劑處方事宜重申特約藥局正確申報調劑處方事宜重申特約藥局正確申報調劑處方事宜    
    

主旨：惠請貴特約藥局依本署醫療費用相關規定正確申報，並確實依

法保管處方箋，如有與其他藥局重複申報情形者，自 106 年

10 月起本署將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

辦理，詳如說明段，請查照。 

說明： 

一、 依貴我雙方所簽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第 17

條第 3 款規定略以，未依照處方調劑者，應予追扣。 

二、 另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5 條規

定略以，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有其他違反特約事項，非屬情節

重大者，保險人應通知其限期改善；同法 36 條規定略以，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有經保險人通知應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由

保險人予以違約記點一點。 

三、 旨揭重複調劑案，本組清查 104 年 9 月至 106 年 7 月計有 299

家藥局，重複調劑共 1279 件，經調案及說明後歸納其疏失樣

態如下，請參考辦理： 

(一) 特約藥局與診所有合作關係，申報資料系統由診所處方內

容直接轉檔，有些保險對象未於該藥局領藥。 

(二) 健保卡過卡後，調劑時發現有缺藥情形，請保險對象轉往

它處調劑，忘記刪除。 

(三) 調劑後漏蓋章，保險對象再往它處調劑。 

(四) 健保卡過卡時，因系統操作錯誤將上一筆資料倒入申報系

統。 

(五) 保險對象宣稱原處方遺失，要求診所重開處方。 

 

若有上述申報疑義，請逕洽費用科承辦人員。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  敬上

VPN公告內容詳參附件



同一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同一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同一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同一處方箋不同藥局重複申報申報申報申報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彙彙彙彙整整整整

特約藥局與診所有合作關係特約藥局與診所有合作關係特約藥局與診所有合作關係特約藥局與診所有合作關係，，，，申報資料由診所處申報資料由診所處申報資料由診所處申報資料由診所處
方內容直接轉檔方內容直接轉檔方內容直接轉檔方內容直接轉檔，，，，但保險對象未於該藥局領藥但保險對象未於該藥局領藥但保險對象未於該藥局領藥但保險對象未於該藥局領藥

健保卡過卡後健保卡過卡後健保卡過卡後健保卡過卡後，，，，調劑時發現有缺藥情形調劑時發現有缺藥情形調劑時發現有缺藥情形調劑時發現有缺藥情形，，，，請保險請保險請保險請保險
對象轉往它處調劑對象轉往它處調劑對象轉往它處調劑對象轉往它處調劑，，，，忘記刪除忘記刪除忘記刪除忘記刪除

調劑後漏蓋章調劑後漏蓋章調劑後漏蓋章調劑後漏蓋章，，，，保險對象再往他處調劑保險對象再往他處調劑保險對象再往他處調劑保險對象再往他處調劑

健保卡過卡時健保卡過卡時健保卡過卡時健保卡過卡時，，，，因系統操作錯誤將上一筆資料倒因系統操作錯誤將上一筆資料倒因系統操作錯誤將上一筆資料倒因系統操作錯誤將上一筆資料倒
入申報系統入申報系統入申報系統入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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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錯誤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錯誤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錯誤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錯誤-2

�用藥品用藥品用藥品用藥品項代碼及價格未更新項代碼及價格未更新項代碼及價格未更新項代碼及價格未更新
� 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每月下旬)異動，請自行下載更

新

�醫療費用突然醫療費用突然醫療費用突然醫療費用突然暴暴暴暴增增增增
� 請藥局自行檢測是否有申報錯誤－如申報費用突然增

加60%以上

�非非非非口服口服口服口服、、、、錠劑錠劑錠劑錠劑，，，，單項藥品醫令大於等於單項藥品醫令大於等於單項藥品醫令大於等於單項藥品醫令大於等於2
� 如胰島素申報330瓶、口內膏28瓶、噴霧劑56瓶，發現

系統自動以用法、用量乘以日數帶出總量

� 非錠劑之申報錯誤

� 參照以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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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藥品許可證持有商近藥品許可證持有商近藥品許可證持有商近藥品許可證持有商近2年未供應藥品而仍有院所年未供應藥品而仍有院所年未供應藥品而仍有院所年未供應藥品而仍有院所
定期申報定期申報定期申報定期申報案案案案，，，，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如視液如視液如視液如視液(AC43184429)、、、、滴滴滴滴
朗眼液朗眼液朗眼液朗眼液 (AC19915429)，，，，處方藥品劑量為處方藥品劑量為處方藥品劑量為處方藥品劑量為10mlx1，，，，
若給予若給予若給予若給予5mlx2，，，，屬不同屬不同屬不同屬不同劑量劑量劑量劑量

• 藥品藥品藥品藥品申報需以相同價格申報需以相同價格申報需以相同價格申報需以相同價格或低於或低於或低於或低於原處方藥物價格原處方藥物價格原處方藥物價格原處方藥物價格
之同成分之同成分之同成分之同成分、、、、同劑型同劑型同劑型同劑型、、、、同含量同含量同含量同含量，，，，並請藥商提供經並請藥商提供經並請藥商提供經並請藥商提供經
核准且仍生產中之藥品代碼正確核准且仍生產中之藥品代碼正確核准且仍生產中之藥品代碼正確核准且仍生產中之藥品代碼正確申報申報申報申報

•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劑型或不同劑量或以低價報高價劑型或不同劑量或以低價報高價劑型或不同劑量或以低價報高價劑型或不同劑量或以低價報高價藥品藥品藥品藥品，，，，該該該該
藥品費用全扣藥品費用全扣藥品費用全扣藥品費用全扣

• 口口口口服藥給外用膏視為不同劑服藥給外用膏視為不同劑服藥給外用膏視為不同劑服藥給外用膏視為不同劑型型型型

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費用申報與審查常見錯誤錯誤錯誤錯誤-3



藥局藥局藥局藥局申報申報申報申報未未未未生產之藥品審查結果生產之藥品審查結果生產之藥品審查結果生產之藥品審查結果

審查品項審查品項審查品項審查品項 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藥局家數藥局家數藥局家數藥局家數 核扣點數核扣點數核扣點數核扣點數

102年1月~102年1月~102年1月~102年1月~

106年11月106年11月106年11月106年11月

滴朗眼液 滴朗眼液 滴朗眼液 滴朗眼液 (AC19915429/(AC19915429/(AC19915429/(AC19915429/ 101年4月~101年4月~101年4月~101年4月~

A019915429)A019915429)A019915429)A019915429) 106年2月106年2月106年2月106年2月

如視液(如視液(如視液(如視液(AC43184429)AC43184429)AC43184429)AC43184429) 37373737 7,1687,1687,1687,168

34343434 36,32436,32436,3243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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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雲端雲端雲端雲端

吉吉吉吉 仁仁仁仁 大大大大 藥藥藥藥 局局局局
鄭朝仁鄭朝仁鄭朝仁鄭朝仁 藥師藥師藥師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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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舊版舊版舊版舊版))))
https://medvpn.nhi.gov.tw/iwpe0000/iwpe0000s01.aspx

◎◎◎◎ 請使用請使用請使用請使用IE8.0以上之版本以上之版本以上之版本以上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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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新版新版新版新版))))
https://medvpn.nhi.gov.tw/iwse0000/IWSE0001S01.aspx

◎◎◎◎ 請使用請使用請使用請使用IE8.0以上之版本以上之版本以上之版本以上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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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顯顯顯 示示示示 欄欄欄欄 位位位位 設設設設 定定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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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特定藥品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門診特定藥品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門診特定藥品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門診特定藥品遵醫囑應餘用藥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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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化查詢頁面圖形化查詢頁面圖形化查詢頁面圖形化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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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結合食藥署資料庫直接做交互作用查詢希望結合食藥署資料庫直接做交互作用查詢希望結合食藥署資料庫直接做交互作用查詢希望結合食藥署資料庫直接做交互作用查詢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