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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醫院藥劑科標準作業文件 
文件編號 RXMP–1.1 
文件版本 v. 4 

藥事委員會作業細則 製作日期  95 年 01 月 16 日 
修訂日期 103 年 2 月 25 日 

 

一、 新藥引進申請： 

1.「新藥」定義:藥品之主要成分、含量或劑型與本院現有之常備藥品不同者。 

2.新藥引進申請依附件一「新藥引進申請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3.新藥申請資格:現該專科主治醫師申請，每位提案醫師限提案 2 件。 

4.新藥引進原則: 

   a) 藥理性質具有顯著特色。 

   b) 臨床上少有可供替代之療法或藥物。 

   c) 已經獲得大型醫院採用。 

   d) 新藥引進符合藥事經濟考量者。 

5.同一新藥提案兩次未獲進藥採納者，該藥物一年內不得再提請新藥申請；惟

考量院內無其他替代藥物並有足夠患者需求者除外。 

二、 緊急採購: 

1. 申請藥品必需為目前本院藥品品項未完備，且無相同或類似藥理作用得取

代之藥品。 

2. 緊急採購申請依附件二「緊急採購申請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3. 申請資格:限該專科主治醫師申請。 

4. 該藥品務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才可提出緊急採購申請: 

a) 該藥品為全新的成分、劑型，對病人的疾病有緊急迫切或甚至為救命之

需要。 

b) 該藥品為應付新的疾病、突發性、流行性疾病或新科別成立時緊急迫切

需要使用。 

c) 該藥品為某種少見的特殊疾病病人治療所需用藥，但該類似病例在本院

十分少見或該藥需專案進口。 

5. 緊急採購限具使用「特定病人(病歷號)」，以三個月為限或該病人未繼續使

用則該品項自動刪除並辦理退藥，若需續用擬再次提請緊急採購。(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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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20 藥事委員會決議) 

6. 若非屬病患專案使用(限僅少於 5 位患者)或緊急用藥，將納入下次藥事委

員會提請新藥，討論是否續用事宜。 

三、專案採購： 

1.專案採購係指下列藥品品項: 

a)先前已納入藥事委員會決議通過，惟考量僅部分族群之病患使用，需要

時臨時採購之即可。 

b)新成立科別需使用之藥物品項，但未及能進入藥事委員會提案。 

2.新成立科別需使用之藥物品項，將明列藥品名稱、劑型、劑量，由藥品管理

組轉收，會簽藥劑科主任、採購室後，呈請藥委會主席裁示，始採購使用。 

 

四、藥品異動: 

  1.藥品品項刪除: 

      a)刪除原因: 

        i)同類藥品之並存品項數過多。 

        ii)該藥品已不再使用或使用量過低。 

        iii)該藥品不應再使用者。(衛生署公告療效不確定性或有重大不良反應

而不應使用者) 

iv)不符合成本效益或療效不確定性。 

v)該藥品經藥委會決議由其他同類藥品取代者，為達有效之藥品管

理，提出新藥之醫師應建議一刪除品項。 

      b)該藥品品項經藥委會討論決議後執行之。 

2.廠牌更換 

a)廠牌更換之藥品係指同成分、同劑量、同劑型之他廠藥品因需求而互作

替換。 

      b)更換原因: 

        i)原廠商已不再生產該藥品。 

        ii)健保給付低於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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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品質不好或藥效不佳；(附件三 藥品品質異常報告單) 

          已通報藥物不良品且具重大品質瑕疵者。 

        iv)經常發生供貨異常狀況:未預告即停止供貨、已預告暫停供貨，但不

知何時恢復供貨。 

        v)發現更好優勢產品(通過生體可用率或生體相等性試驗並價差高者之

藥品) 

      d)另考量廠商於「新藥引進申請」已繳納審查費用，為符合公平利益原

則，擬保障該提案品項得於藥委會通過使用，從進貨上架日起計算，

保障 6 個月內不得換廠。惟若符合本點 b)更換原因之第一項至第四項

不在此限。 

五、本章程經藥事委員會審核通過，經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修訂者   
單位主管 
或審查者   

副院長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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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藥引進申請作業相關規定 
1、 本規定所指新藥，係指藥品之主要成分、含量或劑型與本院現有之常備藥品不

同者。 

2、 各類新進藥品申請案限本院相關專任主治醫師提出申請，須經該專科科主任認

可簽章，否則不予受理。 

3、 辦理新藥申請時，欲提新藥廠商請先至 http://www.fy.org.tw/rxweb/index.asp 之

「新藥申請」專區下載相關資料格式並填寫，另檢具申請醫師及該專科別主

任簽章，依註一「新藥申請案應附資料清單」逐項排列整理，參閱註二「新

進藥品提藥流程表」辦理。 

4、 於藥品管理組確認資料並收受申請案件後，由廠商至出納組繳交每案新藥審查

費 5,000 元整，並將收據繳回至藥品管理組，始完成提案審查申請。另因本院

於截止收件日後，即開始案件審查作業，若廠商或醫師欲撤回或延後申請案，

請於截止收件日(每年 4 月 10 日及 10 月 10 日)前提出，案件開始審查即不退

費，請審慎考慮。 

5、 辦理新藥申請時，應依據「新藥申請案應附資料清單」逐筆繳交備齊文件，資

料不齊者藥委會將不予審查，亦不退還審查費用。 

6、 依據 97 年第二次藥委會決議: 本院專任主治醫師，每次藥委會提案二項藥品

為限，醫師確定提案後請向藥劑科藥品管理組登記提案件數。 

7、 為管控用藥品項，申請進用新藥時採「進一刪一」原則，並詳細說明申請原因；

另提案醫師須列席審查會議作口頭簡要報告。 

8、 為節省藥委會運作效率及減少資源浪費，就同一新藥提案兩次未獲進藥採納

者，該藥物一年內不得再提新藥申請；惟考量院內無其他替代藥物並有足夠

患者需求者除外。 

9、 藥委會決議後，由藥委會執行委員將會議紀錄呈核主席，通過核定之藥品，移

請採購室議價，進用該藥品供醫療科別使用。 

10、 若有未盡事宜，將依實際情況納藥委會決議，並製成案例通則。另若有任何

疑問，請洽藥劑科藥品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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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新藥申請案應附資料清單 

備妥資料

後請勾選 
資   料   名   稱 檢附資料格式 

 1、新進藥品申請表(需經該科主任核章) 書面及電子檔各一份 

 2、新進藥品申請表-附件 書面及電子檔各一份 

 3、新進藥品基本資料(Excel檔) 電子檔一份 

 4、同類藥品比較表 

 (請與藥品管理組確認院內同藥理之常備藥) 

 (同類藥品請先與藥品管理組確認) 

書面及電子檔各一份 

 
5、藥品許可證 書面一份 

 
6、中(英)文仿單 書面及電子檔各一份 

 7、藥品包裝及外觀(圖片) 

(口服-裸錠、排裝、盒裝/針劑-外觀、盒裝) 

(圖片請檢附尺規) 

電子檔一份 

 
8、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 書面一份 

 
9、藥商許可證 書面一份 

 
10、產品授權書(代理商應檢附) 書面一份 

 
11、健保給付規範(有健保給付規範者) 書面及電子檔各一份 

 
12、健保價核定證明(有健保價者) 電子檔一份 

 13、國內任乙家醫學中心近一年使用至少連續半

年之採購證明 
書面一份 

 
14.該藥品 PK 或 BA/BE 證明文件 書面及電子檔各一份 

 
15、參考文獻 書面一份 

 
16、所應檢附電子檔(光碟) 

以上電子檔之收錄光

碟一片 

 
備註：1)新進藥品若屬本院自動分包機調劑者，為配合藥粒大小而需另訂製專用藥盒者，該費用

一律由廠商負責支付(依實際製作費用申請)。 
2)針劑或口服排裝外觀應清楚標示藥名、含量規格、有效期限及批號。若不符規定者，本

院得不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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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照片規格 

1. 藥品裸錠及外觀不能有陰影，存檔格式：*.jpg，請勿將照片轉貼在 WORD 檔。 

2. 底色以藍色為主(或顏色 R60, G160, B190) 

檔案大小約 200K; 解析度 300 dpi/inch以上  

   標尺刻度最小單位為 mm，需檢附直橫坐標 

檢附圖片 

1)裸錠或針劑、瓶裝:藥品盡量滿版; 外包裝上字體清楚 

2)片裝、外盒包裝: 藥品盡量滿版; 外包裝上字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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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委開會時間： 
      每年 5 月及 11 月 
收件截止日期：  
       4/10 以及 10/10 

註二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新進藥品提藥流程表 2011/11/22 制定 
                                                                 
 
 
  
  

          
   

   

 
 
 

 
 
 

 
 
 
 
 
 
 
 
 
 
 
 

 
 
 
 
 

 
備註：提藥醫師限本院主治醫師，每位醫師限定提案兩件，以繳費日期順序為主，第三件後順

延至下一次，違反本規定流程或資料準備不齊全者不接受辦理且不予退費。 
 
 

欲提藥廠商請先至 
http://www.fy.org.tw/rxweb/index.asp 
之「新藥申請」專區下載相關資料格式並填
寫，另檢具申請醫師及該科別主任簽章，依
「新藥申請案應附資料清單」逐項排列整理 

藥品管理組 
確認登記(擬核對應附資料) 

出納組 
繳交藥品審查費 5,000元/件 

藥品管理組 
備齊申請資料並連同繳交收據 

資料無誤後轉呈 
藥委會會議討論 

通過 不通過 

採購組議價 

進用 

不進用 

http://www.fy.org.tw/rxweb/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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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緊急採購申請作業相關規定 
1、申請緊急採購藥品，須符合下列所有情況: 
   (適用於臨床急需新藥、緊急或特殊用藥之申請) 
  a) 申請醫師需為本院專科主治醫師。 
  b) 申請藥品必須為目前本院處方集未常備，且無相同或類似作用可取代之藥品。 
  c) 該藥品務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才可提出緊急採購申請： 
     i) 該藥品為全新的成分、劑型，對病人的疾病有緊急迫切或甚至為救命之需

要。 
     ii) 該藥品為應付新的疾病、突發性、流行性疾病或新科別成立時緊急迫切需

要使用。 
     iii) 該藥品為某種少見的特殊疾病病人治療所需用藥，但該類似病例在本院

十分少見或該藥需專案進口。 
2、緊急採購藥品申請流程 
  a) 至藥品管理組拿取註三「緊急採購申請單」據實填寫，經申請醫師簽章後，

由藥品管理組轉收，會簽藥劑科主任、採購室後，呈請藥委會主席裁示。 
  b) 緊急採購申請需由藥委會主席評估是否為立即需要使用。若已有病患立即需

使用，該申請案件經同意後即會進行採購，並在藥事委員會開會時提出追

認。若非立即需使用，該申請案件將依「新藥引進申請作業相關規定」辦理

並提案討論。 

3、採購時，原則上只採購該名病患所需數量，但採購數量必須至少為廠商提供之

最小包裝量，並請申請醫師於使用前至少 5 天通知藥品管理組(急迫狀況除

外)，以利採購。 

4、緊急採購藥品若於上次會期中急採超過 3 次以上，應於下一次新藥審查會期前

提出新藥申請，決定進用為正式常備品項、不備量品項或剔除；未能如期於藥

委會提出新藥申請者，則將停止再以緊急採購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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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緊急採購申請單 
請勾選: 
□一般藥品急採申請 
□急迫用藥採購申請---臨床上有致命性之急迫狀況，請註明原由，將以特急件處

理。急迫原因: 
 
緊急採購藥品申請規定，須符合下列所有情況: 
a) 申請醫師需為本院專科主治醫師。 
b) 申請藥品必須為目前本院處方集未常備，且無相同或類似作用可取代之藥品。 
c) 該藥品務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才可提出緊急採購申請： 
  □該藥品為全新的成分、劑型，對病人的疾病有緊急迫切或甚至為救命之需要。 
  □該藥品為應付新的疾病、突發性、流行性疾病或新科別成立時緊急迫切需要

使用。 
  □該藥品為某種少見的特殊疾病病人治療所需用藥，但該類似病例在本院十分

少見或該藥需專案進口。 
(註)如未符合上述條款，應先使用本院現有相同或類似作用藥品治療病患。 
  請說明需急購此藥之原因:  

(含若院內具類似適應症藥品，請詳細說明不能使用的原因) 
 

 
 
 
 
 
 
 
 
 
注意事項：(1) 緊急採購藥品若於上次會期中急採超過 3 次以上，應於下一次新藥審查會期前提出新藥

申請，決定進用為正式常備品項、不備量品項或剔除；未能如期於藥委會提出新藥申請者，則將停止再

以緊急採購為之。 
(2)此聯請送藥劑科藥品管理組轉收，會簽藥劑科主任、採購室後，呈請藥委會主席裁示。

第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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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緊急採購申請單 
文案編號：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1.學名  2.商品名   

3.劑型、規格及包裝 

      

4.製造廠及產地     
（附藥品許可證影本產及產地證明） 

5.健保代碼  

    

6.健保核價    

              

7.是否指定廠牌 

□是；□否 

8.申購數量 

          

9.申請理由（請詳述之） 

 

 

10.病患資料 

11.廠商聯絡人    12.廠商聯絡方式  

申請科別 科主任簽章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提案人請填妥上述表格，並檢附相關資料，送至藥劑科藥品管理組。（以下免填） 

患者姓名 病歷號 診斷 

   

   

   

   

 

第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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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科初審 

是否符合以下臨時採購規則： 

□治療上急需，且本院無替代品項 

□新成立醫務專科急需 

□其它 

是否具備以下資料： 

□許可證影本 □仿單 □樣品、型錄或照片 

□生體可用率/生體相等性試驗 

□其他醫學中心採用情形 

□適用藥害救濟之證明 

藥劑科主任核簽 

院長核示：（院長請假時由醫療部主任核簽） 

採購記錄 

採購數量：            單價： 

採購日期：     年     月     日 

藥委會追認日期：     年     月     日 

藥委會決議 

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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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藥劑科 

藥 品 品 質 異 常 報 告 單  

報告者： 聯絡分機： 通報日期： 

藥品名稱及規格： 數量： 

廠牌： 藥品批號： 藥品效期： 

異常原因：（請附證明物件） 

□破損□碎裂□潮溼□有雜質□變質□顏色異常□標示錯誤□塗改有效期限 
□包裝不完整  □其他，請描述。 
  

 

藥劑科： 收件日期： 

處理記錄 

□換藥  更新藥品之批號：               效期： 

□其他 

藥品採購組會簽： 

聯絡廠商日期：     年      月      日 
藥庫會簽： 
1.廠商處理情形：廠商公文回覆，備查 
□更換藥品日期：      年      月      日 

藥品數量：              批號：               效期： 
□其他 

2.藥品不良品線上通報日期：         年      月      日 

藥品管理組 藥劑科主任 

管理中心 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文案編號： 

表單流程：通報單位→藥劑科→藥品管理組→藥庫&採購組→回文及結果整彙→藥劑科主任→通報管理中心→ 
藥品管理組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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