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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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月13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670129號公告異
動新生血管抑制劑ranibizumab（如Lucentis）、
aflibercept（如Eylea）共5品項之支付價格暨修
訂其藥品給付規定。

二、 112年1月18日以健保審字第1110123597號函知有
關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之「“綠洲＂氯黴素

眼藥膏（衛署藥製字第004490號）」藥品部分
批號回收一案，批號200205及210301經主管機
關認定係屬第二級回收。

三、 112年1月19日以健保審字第1110064562號函知健
保用藥新增品項「Permethrin 5% w/w Cream」
（健保代碼：X000248343），其健保支付價
自112年2月1日生效，並於113年2月1日停止給
付。

四、 112年1月19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670177號函知
112年2月份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異動情形，
計66項，藥品價格明細表已置於健保署全球資
訊網首頁／健保藥品及特材／健保藥品／健保

藥品品項查詢／健保用藥品項。

五、 112年1月19日以健保審字第1110063971號函
知健保用藥品項異動含vinorelbine成分注射劑
藥品Vinkebir injectable solution（vinorelbine 
10mg/1mL/vial）（健保代碼：X000225209）共
1品項之支付價格。

六、 112年1月19日以健保審字第1110064541號函知健
保用藥新增品項「Urokinase for Injection, 60,000 
IU」（健保代碼：X000252251），其健保支付
價自112年2月1日生效，並於113年2月1日停止
給付。

七、 112年1月31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100935號函知
有關恆振企業有限公司之「脈化寧錠1毫克（衛
署藥製字第052559號）」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
案，批號026110經主管機關認定係屬第二級回
收。

八、 112年1月31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1298號公
告暫予支付含treprostinil成分之罕見疾病藥品
Remodulin INJ. 1.0MG/ML 20ML及Remodulin 
INJ. 5.0MG/ML 20ML共計2品項暨取消專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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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Remodulin INJ. 1.0MG/ML 20ML及Remodulin 
INJ. 5.0MG/ML 20ML共計2品項之健保給付及修
訂其藥品給付規定。

九、 112年2月4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101244號函知有
關鴻汶醫藥實業有限公司之「百事隆錠10毫克
（鹽酸布匹隆）（衛署藥製字第041445號）」
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案，批號222101經主管機
關認定係屬第二級回收。

十、 112年2月4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101322號函知
有關東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之「抑鬱錠10毫克
（衛署藥製字第048506號）藥品部分批號回收
一案，批號BKC461等58批經主管機關認定係屬
第二級回收。

十一、 112年2月8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101555號函
知有關衛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之「“衛

達＂拿炎錠375毫克（那普洛仙）（衛署藥製
字第034014號）」等5項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
案，下方品項及批號經主管機關認定係屬第

二級回收：

(一) 「“衛達＂拿炎錠375毫克（那普洛仙）
（衛署藥製字第0 3 4 0 1 4號）」，批號
111003

(二) 「“衛達＂益潰適錠5 0 0公絲（斯克拉
非）（衛署藥製字第030890號）」，批號
224009

(三) 「“衛達＂速倍樂膜衣錠500毫克（衛署
藥製字第038368號）」，批號210008

(四) 「“衛達＂暢血臨膜衣錠9.6公絲（銀杏
葉類黃酮配醣體）（衛署藥製字第037651
號）」，批號023010、023110

(五) 「“衛達＂樂不痛膜衣錠500毫克（衛署
藥製字第044916號）」，批號024008

十二、 112年2月8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670165號公告
專利權期滿日於每年第四季之第二大類藥品

支付價格調整事宜，其支付價格生效日為112
年3月1日，調整結果詳如附件（已置於健保
署全球資訊網首頁／健保法令／最新全民健

保法規公告）。

十三、 112年2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1017號公
告異動免疫製劑含secukinumab成分藥品（如
Cosentyx）共2品項之支付價格暨修訂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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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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材料部分規定：

一、 112年2月7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670221號公告新
增及異動「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

標準之特材品項」計139項，異動情形明細表已
置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健保藥品

與特材／健保特殊材料／健保特材品項查詢／

公告特材品項表／112年。
二、 112年2月14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1672號公告暫

予支付特殊材料「“愛惜康＂愛喜龍加強型可

彎式電動腔鏡直線型切割縫合器」共2項。
三、 112年2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1827號函知有

關全民健保給付之特殊材料醫療器材許可證有

效期限於111年1月30日前屆滿，該許可證持有
者回覆不展延許可證，並自請刪除給付特材代

給付規定。

十四、 112年2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670192號公
告異動含sunitinib成分藥品之Sutent Capsules 
12.5mg支付價格暨修訂其藥品給付規定。

十五、 112年2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110672645號公
告異動含rivaroxaban成分藥品（如Xarelto）
共6品項之支付價格暨修訂其及含dabigatran
成分藥品（如Pradaxa）藥品給付規定。

十六、 112年2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1628號
公告異動含 t a l a z op ar i b成分藥品Ta l z e n n a 
capsules 0.25mg及1mg共2品項之支付價格。

十七、 112年2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1502號公
告暫予支付含brivaracetam成分藥品Briviact 
Oral Solution 10mg/mL, 300mL及其藥品給付
規定。

十八、 112年2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1583號
公告暫予支付含ozanimod成分藥品Zeposia 
capsules 0.23mg、0.46mg及0.92mg共3品項暨
其藥品給付規定。

十九、 112年2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670316號公
告暫予支付含turoctocog alfa pegol成分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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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2品項，將自112年4月1日起取消給付。
四、 112年2月17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670195號公告修

正既有功能類別特材「“信迪思＂進階型股骨

近端髓內釘系統-長髓內釘刀片組」等4品項之支
付標準暨其給付規定。

五、 112年2月17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670246號公告暫
予支付自付差額特殊材料「“信迪思＂骨科增

強用骨水泥」暨給付規定。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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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www.nhi.gov.tw/Bbs_total.aspx?n=73CEDFC9212
68679&sms=D6D5367550F18590。

（黃瑋絜　整理）

Esperoct 500IU、1000IU、1500IU、2000IU及
3000IU共5品項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二十、 112年2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1527號公
告暫予支付含pitolisant成分藥品Wakix film 
coated tablets 18mg及4.5mg共2品項暨其藥品
給付規定。

二十一、 112年2月15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670123號
公告修訂眼科新生血管抑制劑之藥品給付

規定。

二十二、 112年2月18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1660
號 函 知 健 保 用 藥 新 增 品 項 「 M i d i l
（minoxidil 5mg tablet）」（健保代碼：
X000253100），其健保支付價自112年3月1
日生效，並於113年3月1日停止給付。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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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站資訊>公告>近期公告，網址如下：
https://www.nhi.gov.tw/Bbs_total.aspx?n
=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
0F18590。

（黃瑋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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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公告

中央健康保險署修正發布「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費用審查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並自中華民國112年4
月1日生效。本次修訂醫院醫療費用（Tw-DRGs）案
件審查注意事項一般原則、外科、婦產科、骨科、耳

鼻喉科、眼科、皮膚科、神經外科部分規定。修訂西

衛生福利部函知，因應COVID-19疫情，長照繼
續教育積分課程即日起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除

日止，部分實體課程進行方式得以直播視訊進行(原
規定僅開放至111年12月31日)

重點略以：

一、以直播視訊方式進行長照繼續教育積分課程，並

符合說明三所定實施要件者，其積分審認方式

與實體課程相同，參加者每小時積分一點，擔

任授課者每小時積分五點；直播視訊授課方式

與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

辦法附件四實施方式第2點參加網路繼續教育不
同，爰不受參加網路繼續教育積分之限制。

二、為確保學員學習成效，採用直播視訊方式者，其

繼續教育課程辦理及積分之採認實施要件，仍

請依本部111年5月9日衛部顧字第1111960929號
函辦理如下：

(一)課程名稱須加註「直播視訊課程」字樣。
(二)辦訓單位須以視訊會議軟體辦理直播視訊課
程。

(三)為確保講師能掌握學員學習成效，人數不
宜超過50人。惟如有人數上限規定者，如
「口腔內（懸壅垂之前）及人工氣道管內分

泌物之清潔、抽吸與移除」(30人為上限)、
「BA08-足部照護10小時訓練課程」(20人為
原則)、「照顧實務指導員」(30人為原則)，

健保署修正發布「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

項」部分規定

衛福部函知，因應疫情，長照繼續教育積分課程即日起

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除日止，部分實體課程得以

直播視訊方式進行(原規定僅開放至111年12月31日)

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一般原則、家醫科、內

科、外科、兒科、婦產科、骨科、耳鼻喉科、眼科部

分規定。詳細內容請逕上中央健康保險署網站參閱。

（陳宏毅　整理）

仍應依其訂定之課程人數上限規定。

(四)學員須全程參與課程，不得隨意進出教室，
課程開始後30分鐘或逾該課程總時間1/4，不
得接受學員進入教室上課；離開教室超過30
分鐘或逾該課程總時間1/4，該堂課不列計
積分。

(五)學員須以真實姓名登入教室，需修畢完整課
程內容並採線上簽到退方式（依該認可單位

規範辦理），且為供認可單位查核，直播視

訊課程須全程錄影錄音，學員須全程開啟鏡

頭，確保為本人全程上課，始得採認積分。

(六)直播視訊課程應維持其互動性，並可利用線
上評核方式確認學習成效，且應留有紀錄供

認可單位查核，通過測驗之學員始得送請辦

理積分採認。

(七)如屬個案研討之課程，則應有帶課講師，分
組帶領學員討論之機制。

三、長照人員於直播視訊課程期間（含課間休息暨午

休）不得提供長照服務，若經查有提供服務之

情事，除由認可單位取消長照人員已採認之長

照繼續教育積分外，亦不核給課程期間之長照

照顧服務費用，如已取得特殊訓練之註記亦將

予以取消註記。

（陳威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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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公告

國健署於111/12/23召開「111 年提升成人預防保
健服務申報作業品質會議」，本會由黃啓嘉常務理

事、張必正秘書長代表參加。本次會議研議有關成人

預防保健服務減少診所與檢驗重複申報、正確上傳及

補正作業之建議，會議結論重點略以:
一、診所及檢驗所雙方契約須明定執行申報方，對於

上傳、補正及申復等行政細則由雙方協議或契

約明定權責，若未依規定上傳 補正或重複申報

摘錄國健署111/12/23「111年提升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申

報作業品質會議」結論重點

時，國健署將核扣申報方。

二、針對從檢驗端申報者，診所端應於醫療端資訊系

統(HIS)設定申報系統警示功能，以避免重複。
三、針對歷年院所重複申報案數大之檢驗所，國健署

將發文提醒及進行查核，並副知所屬公會說明輔

導。

（官育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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