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公告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修訂「全民健康保

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規定，及其健保用

藥異動情形：

一、 109年9月14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204號公告修
訂治療自體顯性多囊性腎臟病之含tolvaptan成分
(如Jinarc)之藥品給付規定。

二、 109年9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209號公告
修訂含fingolimod成分(如Gilenya)之藥品給付規
定。

三、 109年9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214號公
告修訂含abiraterone成分藥品(如Zytiga)及含
enzalutamide成分藥品(如Xtandi)之給付規定。

四、 109年9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213號公告暫
予支付新增及異動旨揭支付標準之藥物品項計

99項。
五、 109年9月16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2365B號函知

健保用藥Zefotam Powder for I.V. Injection共3品
項之異動情形。

六、 109年9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183號公告
暫予支付含dacomitinib成分藥品Vizimpro film-
coated tablets (dacomitinib) 15mg、30mg及45mg
共3品項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七、 109年9月17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2049號函知
健保用藥新增品項「LORBRENA Film-Coated 
Tablets 25mg」(健保代碼：XC00202100)。

八、 109年9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186號公告
修訂含nusinersen成分(如Spinraza)之藥品給付規
定。

九、 109年9月18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54668號公告
異動含digoxin成分口服液劑不可替代特殊藥品
Cardiacin elixir 50mcg/mL "CENTER"共1品項之
支付價格及修訂相關給付規定。

十、 109年9月18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1802號公告異
動1品項之109年藥品支付價格調整結果，異動
明細詳如附件，異動之支付價格自109年10月1
日生效。

十一、 109年9月18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2255號公
告異動2品項之1 0 9年藥品支付價格調整結
果，異動明細詳如附件，異動之支付價格自

109年10月1日生效。
十二、 109年9月21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13094號函

知有關華興化學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委託世

健保署修訂「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部分規定

達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Vicarin Capsules 
"H.S."(衛署藥製字第038723號)」藥品部分批
號回收一案。

十三、 1 0 9年 9月 2 2日以健保審字第 1 0 9 0 0 1 3 0 9 3
號函知有關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Ulmerline Tablets "Sinphar"(衛署藥製字第
019617號)」等6項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案，回
收清單詳如附件。

十四、 1 0 9年9月2 3日以健保審字第1 0 9 0 0 3 6 2 1 7 B
號函知用藥品項V E C T I B I X (健保代碼：
KC00941221)之價格異動情形，自109年11月1
日起調整支付價格為每支9,691元。

十五、 109年9月24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252號函
知有關Oxytetracycline Hc1 Capsules "Tah-An"
等28項藥品許可證逾期未展延，將取消健保
給付一案，詳如附件。

十六、 1 0 9年 9月 2 4日以健保審字第 1 0 9 0 0 1 3 4 5 1
號函知有關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Melquine-40mg Oint ment  "S inphar" 
(Hydroquinone)(衛署藥製字第021570號)」等
14項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案，回收清單詳如
附件。

十七、 109年9月23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175號公
告修訂免疫檢查點 PD-1、PD-L1抑制劑之給
付規定。

十八、 109年9月26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13657號
函知有關安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Vitamin 
B Complex Injection "Astar"(內衛藥製字第
001246號)」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案。

十九、 109年9月26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2167號函
知有關特殊材料醫療器材許可證有效期限於

109年8月31日前屆滿，且經廠商回復不展延
許可證者，將自109年11月1日起取消給付(共
計52項)。

二十、 109年9月26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286號
公告暫予支付含copanlisib成分藥品Aliqopa 
60mg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二十一、 109年9月26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171號
公告異動含rituximab成分藥品(如Mabthera)
之支付價格及修訂其藥品給付規定。

二十二、 109年9月29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321號
函知有關109年10月份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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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異動情形，詳如價格明細表(計65項)。
二十三、 109年9月29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2029號

公告異動1品項之109年藥品支付價格調整
結果，異動之支付價格自109年10月1日生
效。

二十四、 109年10月5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13828號
函知有關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T.F. " 
Su-min F.C.T 180mg(衛署藥製字第055916
號)」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案。

二十五、 109年10月5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2685號
公告暫予支付含olaparib成分藥品Lynparza 
film-coated tablets 100mg及150mg共2品項
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二十六、 109年10月7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0484號
公告異動含heparin sodium成分藥品共15品
項之支付價格。

二十七、 109年10月12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256B
號函知有關健保用藥品項XELJANZ FILM-
COATED TABLETS 5MG、XELJANZ XR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11 MG
（健保代碼：BC26219100、BC27000100）
之價格異動情形，依藥品給付協議檢討結

果，自109年12月1日起調整支付價格分別
為每粒414元、828元。

二十八、 109年10月13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13905號
函知有關世達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Li 
Shih Tablets "S.D."(衛署藥製字第012868號)
等6項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案，回收清單詳
如附件。

二十九、 109年10月13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14083
號函知有關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

「C.T.L. XR Tablets 500mg "C.H."(衛署藥製
字第048130號)」藥品回收一案。

三十、 109年10月14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14150
號函知有關永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rekey F.C. Tablets 100mg 'EVEREST"(衛
署藥製字第057239號)」藥品部分批號回收
一案。

三十一、 109年10月14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2659號
公告暫予支付含peginterferon beta-la成分
藥品Plegridy 63、94、125mcg solution for 
injection 共3品項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三十二、 109年10月14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2929
號公告暫予支付含v a n d e t a n i b成分藥品
Caprelsa film-coated tablets 100mg及300mg
共2品項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三十三、 109年10月14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2982
號公告暫予支付含insulin degludec/insulin 
aspart複方藥品Ryzodeg FlexTouch 100IU/
mL 3mL共1品項。

三十四、 相關訊息請逕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網站公告區查閱下載，路徑為：

首頁 >健保法令 >最新全民健保法規公
告，網址如下：http : / /w w w.nhi .gov. tw/
information/bbs_total.aspx?menu=9&menu_
id=545&page=1。

（陳哲維　整理）

健保署修訂「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特殊材料部分規定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修訂「全民健康保

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特殊材料部分規定：

一、 109年10月13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370號公告
修訂特殊材料「台酚藍囊袋眼用染劑」給付規

定。

二、 109年10月13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61668號公告
增修既有功能類別特殊材料「頸動脈分流器」

之給付規定。

三、 109年10月14日以健保審字第1090036387號公告

增修正特殊材料「可吸收性顱顏面骨板」之給

付規定。

四、 相關訊息請逕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網站公告區查閱下載，路徑為：首頁>健保
法令>最新全民健保法規公告，網址如下：
http://www.nhi.gov.tw/information/bbs_total.
aspx?menu=9&menu_id=545&page=1。

（黃佩宜　整理）

652020, Vol.63, No.11



重要公告

衛福部函釋有關醫療機構利用術前術後之比較

影像，作為治療說明或衛生教育資料之輔助圖片，是

否涉違反醫療法第86條第7 款所稱「以其他不正當方
式為宣傳」之法律適用疑義一案

為杜絕美容醫學亂象，加強醫療廣告管理，衛

福部於105年11月17日衛部醫字第1051667434號發布
令核釋醫療法第86條第7款所稱「以其他不正當方式
為宣傳」之範圍，並以該部105年11月17日衛部醫字
第1051667434A號函釋合法刊登手術或治療前後圖片
之原則在案。函釋重點如下：

衛福部函釋有關醫療機構利用術前術後之比較影像，作

為治療說明或衛生教育資料之輔助圖片，是否涉違反醫

療法第86條第7 款案

(一) 醫療機構於機構內，利用自家診療實績案例，並
已事先取得該病人同意使用之手術或治療前後

比較影像，做為個案治療說明或衛生教育資料

之輔助圖片，非屬醫療廣告行為。

(二) 醫療機構於設置之官方網站，使用前開已事先取
得病人同意使用之診療實績案例之手術或治療

前後比較影像，做為完整醫療知識資訊之一部

分，非屬醫療廣告行為。

(三) 上開內容均不得有造假、誇大或假藉衛生教育或
醫療知識之名進行醫療廣告。

「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二條、第七

條、第十二條，業經衛生福利部於109年9月26日以衛
部照字1091561294號令修正發布：
第二條

專科護理師（以下稱專師）之分科如下：

一、內科。

二、精神科。

三、兒科。

四、外科。

五、婦產科。

六、麻醉科。

第七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專師訓練，應

於訓練醫院為之。但麻醉科專師訓練，於中華民國

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得於醫院代之，並應

於該日期前完成訓練。訓練醫院之認定基準及應遵行

事項，規定如附表三。

臨床訓練，得與經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院合

作，其合作訓練時數不得超過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二；

學科訓練，得以專師學位學程為之。

訓練醫院之認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專

衛生福利部修正「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二

條、第七條、第十二條

業機構或團體辦理。

第十二條

報名專師甄審，應檢具下列專師訓練證明文件

之一：

一、 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專師完成訓練課程
之證明影本；護理研究所畢業者，並應檢具最

高護理學歷之畢業證書影本。

二、 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研究所各科目修課
學分及格證明及訓練醫院臨床訓練證明。

三、 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與我國專師制度相
當之外國發給之證明文件影本。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二十五日修正施行

前，已完成專科護理師訓練者，其臨床工作證明，依

修正前之規定。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完成

麻醉科專師訓練者，第一項應檢具文件，得以下列證

明文件代之：

一、 護理師年資四年，其中二年以上從事麻醉護理
業務之服務證明影本。

二、 麻醉護理訓練完成之證明文件。
（甘莉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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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29日衛福部再度函知，從事長照專業
服務人員應於109年12月31日前完成該部數位學習平
台之「復能實務專業服務基礎訓練8小時線上課程」
及「各地方政府自辦之個案研討4小時實體課程」

從事長照專業服務人員應於109年12月31日前完成指定

之線上與實體課程，始得自110年1月1日起，執行「長

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中CA01~CA04、CB01~CB04及

CD02等照顧組合

之認可訓練，始可自110年1月1日起，執行「長期照
顧給付及支付基準」中CA01~CA04、CB01~CB04及
CD02等照顧組合。

（陳威利　整理）

(四) 未以上開方式使用手術或治療前後圖片或影像，
論屬違反醫療法第86條規定，依同法第103條第
1項第1款裁罰。
為利各地方衛生局輔導或查處認定，衛福部補

充105年11月17日衛部醫字第1051667434A號函如
下：

(一) 所謂「完整」醫療知識資訊，至少應包括揭露適
應症、禁忌症、處置方式的優點及缺點等4項正
確資訊。

(二) 另「衛生教育」之目的在於「藉由教育的方法，
造成民眾知識上、態度上及行為上的改變，以

期維護或改善其健康的過程，也包括遵守醫

囑，執行醫學處置後之自我照顧」，不應涉及

特定商品或藥物，以避免產生代言之疑慮；以

此做為與醫療廣告、醫療新知及醫療知識訊息

之區別認定。

（盧言珮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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