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醫事(藥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課程

第 100 屆藥事論壇講座
健保改革、醫藥政策與分工暨
醫材與檢驗試劑短缺因應對策
111 年 7 月 28 日 (四) 13:30–18:00 (實體/視訊同步)

場次一、健保改革及醫藥政策與分工
近年來，醫療改革呼聲不斷，相關政策之討論及醫藥界憂慮從未停歇；歷經 18 年，值此第 100
屆藥事論壇講座之際，大會特邀 立法院 前院長、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創辦人 王
金平 院長 蒞臨致辭，揭開「健保改革、醫藥政策與分工」研討會之序幕，望藉此次活動之舉辦，
就健保改革、醫藥政策、分工及藥事服務等重大問題，建立暢通的溝通管道，完善國家未來醫療
品質與服務。
根據有關統計，國人平均一年就醫次數約 15-16 次，遠高出歐美國家的 6 次；醫療費用之占
率，歐美體系門診資源通常為 45%，台灣卻為 66%；放眼所及，大型醫療院所門診總是人滿為患，
值得國人深思如何共同營造更優質之醫療環境。第 100 屆藥事論壇講座，特邀 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 李伯璋 署長 以「健保改革 行穩致遠」為題，就健保署規劃之改革方案―――朝落
實分級醫療與醫藥分業為目標，依醫院層級/有無轉診收取藥品與檢驗檢查部分負擔等醫療生態
改革關鍵進行說明，期待取得業界及社會共識，落實社會保險公平負擔之精神，完善台灣現行醫
療環境。
亞東紀念醫院 邱冠明 院長 將從醫界角度分享「思索健保改革方案：以終為始」一題，期望
政府在健保永續經營的願景下，應以「以終為始」制定方案，如將稽徵財源擴大、給付調整導向
專業人員，尊重人的價值，方為真正的改革願景。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黃金舜 理事長 將從問題與對策面向，探討當前藥品政策制度仍存有之
各類問題、提升醫藥專業給付、藥品及藥事照護價值提升等重要內涵，內容深切並富有前瞻性，
值得期待！

場次二、醫材與檢驗試劑短缺因應對策
肆虐全球近三年的 COVID-19 疫情仍然嚴峻，國內防疫醫材與檢驗試劑供應需求激增，如呼
吸器、體外診斷機台、試劑、體溫量測裝置及醫用耗材等類產品，因防疫與緊急醫療帶動大量需
求，亦加快相關產品之引進、研發及生產能量。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吳秀梅 署長 將以
「防疫醫材與檢驗試劑供應管理政策面剖析」為題，重點闡述政府在防疫醫材與檢驗試劑供應之
現行管理原則，以及在短缺變得嚴重前，國家及時作出之關鍵指示及決策。
兒童困難取得之臨床必要藥品及醫材調度中心 主持人、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新生兒加護
1

111 年醫事(藥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課程

病房 林湘瑜 主任 將進一步以計畫主持人及醫療機構之經驗，分享過去調度中心運作二年多來
之實務，如：兒童困難取得藥品醫材之及管理、臨床及庫備需求、供貨情形，如何協助行政流程
節省臨床醫師壓力，避免緊急短缺狀況發生等事務之推進。
值此第 100 屆藥事論壇講座，大會特別安排一場高階綜合座談，邀請所有講者、主持人，以
及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專業學院 沈麗娟 院長、前臺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 何善台 教授、臺北榮
民總醫院藥學部 張豫立 主任、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 張立乾 理事長、台灣醫療暨生技器
材工業同業公會 前秘書長 郭士揚 顧問、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小兒胸腔科 王玠能 主
任、國衛院兒童醫學及健康研究中心 陳美惠 執行秘書長、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 林文貞 教授 等
專家學者，同場探討「健保改革、醫藥政策與分工暨醫材與檢驗試劑短缺因應對策」之相關改進
措施並提出建言。
藥事論壇講座自 93 年開辦至今，已連續辦理 18 年，會中討論與新藥物相關之智財、專利、法
規、臨床等藥物研發及藥物管理相關之主題，超過 17,549 位醫藥界與產、官、學、研之菁英參
與，其中，衛福部新藥審議/諮詢委員、醫藥政官員、CDE 審查員逾 3,818 人次，頗具實際溝通、
解決問題及提出願景之效果。

2

111 年醫事(藥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課程

第 100 屆藥事論壇講座
健保改革、醫藥政策與分工暨
醫材與檢驗試劑短缺因應對策
時

間：111 年 7 月 28 日 (四) 13:30–18:00

地

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四樓 401 廳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指 導 單 位：衛生福利部
主承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財團法人國際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時間

主題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致詞

主講人/致詞人

主持人

王金平 前立法院長
創辦人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胡幼圃 講座教授
前考試委員、藥政處長

(場次一) 健保改革及醫藥政策與分工
13:40-14:10

健保改革 行穩致遠

李伯璋 署長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胡幼圃 講座教授
前考試委員、藥政處長

14:10-14:40

思索健保改革方案：以終為始

邱冠明 院長
亞東紀念醫院

何善台 教授
前臺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

14:40-15:10

醫藥政策與分工：問題與對策

黃金舜 理事長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沈麗娟 院長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

主持人 :



15:10-15:50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 Q&A

與談人 :


李伯璋 署長 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何善台 教授 前臺北榮民總醫院副院長
邱冠明 院長 亞東紀念醫院
黃金舜 理事長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5:50-16:00

胡幼圃 講座教授 前考試委員、藥政處長
沈麗娟 院長 臺大藥學專業學院

中場休息

(場次二) 醫材與檢驗試劑短缺因應對策
16:00-16:30

防疫醫材與檢驗試劑供應管理政策面剖析

吳秀梅 署長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胡幼圃 講座教授
前考試委員、藥政處長

16:30-17:00

兒童困難取得之臨床必要藥品及醫材調度
經驗分享

林湘瑜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張豫立 主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 藥學部

主持人 :



胡幼圃 講座教授 前考試委員、藥政處長
張立乾 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

與談人 :
17:00-18:00

綜合討論 Panel Discussion / Q&A








郭士揚
張豫立
林湘瑜
王玠能
陳美惠
林文貞

顧問 前秘書長/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主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 藥學部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新生兒加護病房
主任 成大醫院 小兒胸腔科
執行秘書長 國衛院兒童醫學及健康研究中心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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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報名方式：點擊此處線上報名 或複製此連結至網頁瀏覽器 : https://reurl.cc/A7QqVE


報名辦法：


7 月 25 日(一) 17:00 前 完成報名並上傳匯款證明者，優惠價$ 1,600 元/人



7 月 25 日(一) 17:00 後 完成報名並上傳匯款證明者，以原價$ 2,000 元/人收費

免費對象


衛生福利部相關單位、經濟部、醫藥品查驗中心、藥害救濟基金會



工研院、中研院、國衛院、公私立醫院、藥技中心人員



在職(學)醫、藥相關科系教師、生



政府補助財團法人單位 之理(董)監事及 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TPQRI) 之理監事

優惠對象





政府補助財團法人單位 之員工及 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TPQRI) 之會員：6 折



社團法人臺灣臨床藥學會 之員工(三人免費)及會員 : 5 折



7 月 25 日(一)17:00 前 完成報名並上傳匯款證明者，以優惠價$1,600 元/人為基準計算折扣



7 月 25 日(一)17:00 後 以原價$2,000/人為基準計算折扣

匯款資訊：
銀行代碼 : 006 (合庫銀行國醫中心分行) 帳號 : 5137-717-003539 (社團法人台灣藥物品質協會)



注意事項：
1.

線上報名並回傳匯款證明，始完成報名手續，匯款者帳號請勿塗改，以利核對帳號。

2.

若需上課證明者，請自行備妥上課時數證明書，並於課後一個月內寄至藥事論壇信箱，本
會將予以蓋章佐證，恕不提供紙本證明。

3.

若需醫事(藥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者，請於報名表單中填寫身分證字號，並於會後完成線上
學習評估單，本會將統一為出席並完成填寫之學員申請積分。

4.

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者，本會將優先為您保留名額至下屆論壇；或來信索取報名退費申請
書，於活動辦理日七日以前申請退費，退報名費八成，逾恕不受理。

5.

提交報名表前，請務必確認您所需之發票類型、發票抬頭及統編；提交報名表後，如需修
改或更換發票者，將酌收發票金額 3%之手續費。

6.

當您完成報名及繳費，本會將依您的報名順序編排「報到序號」，並於講座前二至三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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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 Email 方式通知（若無收到報到序號，請於講座前一工作日來電確認），當天請依您的
序號至現場或登入視訊會議簽到。
7.

本活動恕不開放事後補課。

8.

聯絡人：02-8792-3100 #18176 宋小姐 symposium456@gmail.com

※ 煩請代為公告及轉發，名額有限，敬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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