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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週 訊 息 

1. CAPA＆TPADA醫療市場發展聯席會議於 109年 1月 15日(三)中午 12:00-14:00，假兩會合署辦

公會議室召開，本公會由張德昭主委主持。 
 

 

⚫ 本 週 訊 息 

1. CAPA＆TPADA醫療政策與藥價委員會聯席會議於 109年 1月 14日(二)中午 12:00~14:00，假兩

會合署辦公會議室召開，本公會由林世昌主委主持。 

●近 期 訊 息 

1. 有關本會參與 IRPMA、台北市美國商會、歐洲在台商務協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於 109年 1月

22 日(三)上午 11時，拜會衛福部 陳部長，就新藥及 MEAs議題交換意見一案，本會由翁理事

長、盛副理事長及古秘書長代表出席。 

 

 

⚫ 本 週 訊 息 

1. 本公會於 109年 1月 15日(三)下午 15:00，於本公會會議室召開第二十三次常務理監事會聯

席會，由翁源水理事長及黃明義監事會召集人共同主持。 

●近 期 訊 息 

  會  訊 

會 務 發 展 相 關 訊 息 

醫 療 政 策 與 藥 價 相 關 訊 息 
 

醫 療 院 所 相 關 訊 息 
 

http://www.capa.org.tw/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836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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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歲末餐敘】，訂於 109年 1月 21日(二)晚間 18：00 假唭哩岸海鮮

餐廳，本公會由翁源水理事長及古秘書長應邀出席。 

2. 【印度共和紀念日慶祝酒會】，訂於 109年 1月 22日(三)晚間 18：30假台北君悅酒店 3樓凱

悅廳舉行，本公會由翁源水理事長應邀出席。 

3. 【臺北市藥師公會召開第十九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訂於 109年 2月 9日(日)下午 15：30

假臺北市藥師公會大禮堂；晚宴 18：00假鉅星匯國際宴會廳，本公會由翁源水理事長應邀出

席。 

4.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暨臺北市藥師公會聯合春酒】，訂於 109年 2月 16日(日)下午

17：30假大直典華 5樓繁華廳，本公會由翁源水理事長應邀出席。 

5. 【2020春酒聯合晚會】，訂於 109年 2月 19 日(三)晚間 18：30假國賓大飯店 2樓國際廳，本

公會由翁源水理事長應邀出席。 

6. 【臺北市二十大醫事團體聯誼餐會】，訂於 109年 3月 21日(六)；下午 18：30 假台北花園大

酒店二樓，本公會由翁源水理事長應邀出席。 

 

 

＊公會收文 

衛生福利部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衛授食字第 1081303129號  函 公會收文 109016號(1月) 

主旨：「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七條修正草案，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15 日以衛授食字第

1081303127號公告預告，請查照。※公函下載、附件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3/ 健保審字第 1080065628號  函 公會收文 109012號(1月) 

主旨：茲通知本保險健保用藥新增品項「Vesimycin 10 (Mitomycin for Injection USP 10mg) 

10mg/vial」（健保代碼 X000189229），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或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公函

下載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3/ 健保審字第 1090034727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15 號(1月) 

主旨：公告暫予支付新增及異動「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藥物品項計 110項（含

西藥 65項及中藥 45項）。※公函下載、附件 1、附件 2、附件 3、附件 4 

訊 息 轉 知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39111.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39122.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8908459.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8908459.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056669.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056679.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056690.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056701.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0567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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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文號：109.01.14/ 健保審字第 1090034732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17號(1月) 

主旨：公告修訂藥品給付規定通則。※公函下載、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50594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18 號(1月) 

主旨：公告暫予支付含 midostaurin 成分藥品 Rydapt 25mg soft capsule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公函下載、附件 1、附件 2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50248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19 號(1月) 

主旨：公告修訂含 brentuximab vedotin 成分藥品(如 Adcetris)之藥品給付規定。※公函下載、

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50533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20 號(1月) 

主旨：公告暫予支付含 carfilzomib 成分藥品 Kyprolis for injection 30mg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公函下載、附件 1、附件 2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4/ 健保審字第 1080036812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22 號(1月) 

主旨：公告修訂 1.1.1.非類固醇抗發炎劑外用製劑部分給付規定。※公函下載、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4/ 健保審字第 1090034770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23號(1月) 

主旨：公告修訂 1.4.1.Propofol 部分給付規定。※公函下載、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34715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27 號(1月) 

主旨：公告異動含 Lenalidomide 成分藥品 Revlimid 5mg、10mg、15mg、25mg及 Leavdo Capsules 

5mg、10mg、15mg、25mg 等品項之支付價格及修訂該成分藥品給付規定。※公函下載、附件

1、附件 2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34752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28 號(1月) 

主旨：公告修訂含 triptorelin 成分藥品（如 Diphereline）之藥品給付規定。※公函下載、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34789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29號(1月) 

主旨：公告修訂眼科新生血管抑制劑之藥品給付規定。※公函下載、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50844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30 號(1月) 

主旨：公告修訂含 trastuzumab 成分藥品（如 Herceptin）之藥品給付規定。※公函下載、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50545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31號(1月) 

主旨：公告修訂含 botulinum toxin type A（如 Botox）成分藥品部分給付規定。※公函下載、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44630.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44642.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53985.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53995.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54005.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54022.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54032.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54047.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54057.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54068.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26887.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26898.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26910.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26920.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0776.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0786.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0786.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0796.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0812.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0824.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0839.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0851.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617.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630.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64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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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50741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32號(1月) 

主旨：公告暫予支付含 emtricitabine/ tenofovir alafenamide/ darunavir/ cobicistat 成分藥

品 Symtuza Film-Coated Tablets 共 1品項。※公函下載、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34746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33號(1月) 

主旨：公告修訂含 botulinum toxin type A 成分藥品（如 Dysport）部分給付規定。※公函下載、

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34742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34 號(1月) 

主旨：公告含 denosumab成分藥品(如 Xgeva)支付價格異動暨修訂部分藥品給付規定。※公函下載、

附件 1、附件 2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34729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35 號(1月) 

主旨：公告修訂含 eltrombopag 成分藥品（如 Revolade）之給付規定。※公函下載、附件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5/ 健保審字第 1090034731號  公告 公會收文 109036 號(1月) 

主旨：公告異動 Glivec capsules 100mg 及 Glivec film-coated tablets 100mg（健保代碼：

BC23291100及 BC24027100）之支付標準計 2項。※公函下載、附件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3/ FDA藥字第 1091400285號  函 公會收文 109011號(1月) 

主旨：有關 108-109年血液製劑輸入量與運銷紀錄，請依說明段於期限前提報本署備查，請查照。

※公函下載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4/ FDA品字第 1091100334號  函 公會收文 109013號(1月) 

主旨：有關日本原料藥廠「KYOWA HAKKO BIO CO LTD.」之 GMP證明文件經日本衛生主管機關廢止

乙案，詳如說明段，請轉知所屬會員知照。※公函下載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4/ FDA藥字第 1091400039號  函 公會收文 109014號(1月) 

主旨：有關申請藥品查驗登記案，需檢附藥品專利狀態之聲明表一事，惠請轉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公函下載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6/ 北市衛食藥字第 1093102245號  函 公會收文 109021號(1月)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652.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663.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672.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684.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694.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705.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716.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3727.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8113.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8124.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8135.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8145.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8902955.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8988854.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899027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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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主動回收「”優生”速克糖錠 2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49532

號）」（批號：GL63、H765、H766）藥品一案，詳如說明段，請查照。※公函下載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7/ 北市衛食藥字第 1093005099號  函 公會收文 109024號(1月) 

主旨：  檢送 108年 11月份至 109年 1月份藥物許可證公告註銷（或核准變更）清冊資料，惠請

貴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辦理，請查照。※公函下載、附件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發文日期/文號：109.01.16/ 藥查專字第 1090000536號  函 公會收文 109025號(1月) 

主旨：陳請貴會針對藥品查驗登記相關法規條文提供修訂建議，以作為研究參考。※公函下載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165429.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33979.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33990.pdf
http://www.capa.org.tw/upfiles/157924074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