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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形及疫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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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的接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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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混合疫苗（MMR）接種適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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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分會分科紀錄
活動後報導
衛生局轉知
醫療機構擬調漲門診掛號費請依規定
及向衛生局辦理專案備查
經事前報准得否免事前經執登機構之
負責人同意衛生局函示
請協助宣導登革熱防疫措施
對未滿 16 歲兒少進行引產手術務必
依規進行責任通報
協助向病人或其家屬宣導有關長期照
顧相關事宜
消保處函釋醫療行為衍生爭議之法律
適用疑義
全聯會轉知
公告修正西醫基層總額部門檔案分析
審查異常不予支付指標及處理方式10
項
超音波心臟圖及杜卜勒氏超音波心臟
圖填報執行醫事人員代號相關事宜
全聯會設置「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會
議資料專區」請多利用
7/31前受理報名全聯會-臺灣醫療報
導獎及徵文活動
用藥相關規定
上網下載區
會議紀錄
本次寄發相關附件明細

P1

P2

P3

本會訂於5 月26 日(星期日)假衛生福利部臺
中醫院 12 樓大禮堂（三民路一段 199 號）舉
辦學術演講會。
第⑴場（13:30-14:30）由臺中市防癌協會聘
請臺中榮民總醫院一般外科陳維信醫師主
講：
「甲狀腺癌治療之新進展」
。
第⑵場（14:30-15:30）聘請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兒科黃高彬主任暨教授主講：
「登革熱
」
。
第⑶場（15:30-17:00）由台灣諾華股份有限
公司聘請義鈜診所林義鈜醫師主講：
「高血壓
指引更新」
。
敬請各位會員踴躍參加，本會會員皆免費入
場，外縣市醫師公會會員每位酌收費用 100
元，停車自理另免費提供茶點，為響應環保
，請自備環保杯。
本次演講會業經家庭醫學科、老年學醫學會
同意認定繼續教育積分（台灣醫學會-醫學課
程/感染管制、內科、外科、兒科、神經學學
分申請中）
。

5/26 台中市聾人協會
108 年度社會關懷社區參與

P4

P5-P6
P6

主辦：社團法人台中市聾人協會
活動：
「108 年度社會關懷社區參與」－那些
年，聾人聽不到的過去與現在暨端午
節活動
日期：5 月 26 日(日)13:30－17:30
地點：台中市東區區公所禮堂
活動方式:
(一)聾世代的代代文化支持工作坊：透過工
作坊的方式，分享當時自己年代受過的
教育、社會眼光、福利制度等等達到互
相理解及支持。
(二)端午節快樂：發送粽子及民眾捐贈物資。
經費概算：約新台幣 126,000 元
經費來源：由該會自行募款。
有意願贊助之會員，募款方式及帳戶相關事
宜請參考該會網站或洽 04-22239887 李社工
(http://www.tcnad.artcom.tw/ap/cust_vi
ew.aspx?bid=26)

主管機關稽查夜間藥師
5 月 26 日（13:30-17:00）
(1) 甲狀腺癌治療之新進展
(2) 登革熱
(3) 高血壓指引更新

近期屢有會員反應，民眾檢舉診所無夜間藥
師而受主管機關稽查。再次提醒會員特別注
意，若診所藥師請假也未能及時報備支援
時，應依規定釋出處方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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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肝藥品費用部分健保收入之
必要費用計算相關規定
全聯會轉知有關財政部 108.4.12 台財稅字
第 10804509640 號令核釋「所得稅法」第 14
條規定，執行業務者，取得屬 C 肝藥品費用
部分健保收入之必要費用計算相關規定(已
放置公會網站)，說明如下：
依 據 財 政 部 108.4.12 台 財 稅 字 第
10804509640 號令辦理。
上項令釋示略以：依衛生福利部「C 型肝炎
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取得屬 C 肝
藥品費用之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必要費用得
以該收入之 96%認定，請各院所參考。
另全聯會轉知財政部發布
「稽徵機關核算 107
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
「107 年度執行
業務者費用標準」及全聯會彙整申報試算範
例等資料，已放置公會網站供參(相關訊息亦
於 2019 年 4 月會訊轉知)，說明如下：
查 107 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西醫師部分
（與 106 年度相同）
；其中附註二，請院所自
行參酌辦理，隨函附寄「107 年度執行業務
者受勞動基準法周休二日新制影響聲明書」
格式（已掛網）供參使用。
107 年度執行業務所得申報—說明與試算範
例；其中「扣繳憑單」及「分列項目表」
，均
可在中央健康保險署 VPN 網站下載；若有需
要紙本者，扣繳憑單可向各分區業務組「綜
合行政科」申請索取。分列項目表可向各分
區業務組「費用科」申請索取。

確實執行麻疹防疫措施及調
查 MMR 接種情形及疫苗需求
疾病管制署鑑於國內外麻疹疫情嚴峻，且疫
調發現許多病人具有診所就醫史，為避免麻
疹在診所內造成群聚或傳播，請診所落實相
關感染管制措施，並安排工作人員接種 MMR
疫苗，疾管署為評估疫苗調控需求，衛生局
已函請各區衛生所進行麻疹防疫措施宣導及
診所自費 MMR 疫苗接種需求調查，協助填寫
問卷並於 5/22 回覆，如後續有需求異動時亦
可再以原問卷重新填報。問卷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
IpQLSfeJPGKd8wIHeUpMOrjlaGtfk4FhFbjfaL
2Kh7VLCG4JNicIQ/viewform?usp=sf_link)。
衛生局疾管科提供「診所預防麻疹傳播之感
染管制建議措施」
、
「診所因應麻疹疫情防疫
作為現況查檢表」供會員參考(資料已放置公
會網站)。

儘速完成MMR 疫苗接種提升醫
療照護工作人員的接種率
衛生局轉知請各醫療院所依據建議完成 MMR
疫苗接種，避免工作人員因感染麻疹後必須
隔離，影響醫療作業執行，以保障員工與病
人安全，說明如下：
近期國際間麻疹疫情頻傳，日本累計病例數
達 378 例，為 2009 年來同期最高；韓國疫情
上升，今年累計 129 例；美國今年已累計 19
州確診 465 例，部分社區已發布公共衛生緊
急狀態；鄰近國家中，菲律賓近期每週新增
病例仍逾千例，累計病例數為去年同期 4.7
倍，越南自去年 10 月起累計逾 18,000 例疑
似病例，泰國近期每週仍增加百餘例，港澳
累計病例數分別為近4 年及2000 年以來的新
高。
反觀國內麻疹疫情，除陸續發生境外移入麻
疹引發之群聚感染外，已有醫院群聚感染事
件發生，感染者許多為屬於接種 2 劑麻疹疫
苗出生世代的 20 多歲院內工作者，職務包括
外科與急診醫護人員及清潔人員等。
依據相關研究及我國麻疹確定病例年齡分布
資料顯示，2 劑麻疹疫苗接種超過 15 年後，
可能因抗體衰退(antibodywaning)而成為麻
疹的易感族群，因此針對按期程完成至少 2
劑含麻疹疫苗接種者，若最後一劑疫苗接種
日期距今超過 15 年，或未具有 5 年內之麻疹
抗體陽性證明，建議追加接種 1 劑 MMR 疫苗，
以提升其對麻疹之保護力，減少其感染及傳
播的風險。
爰上，請各醫療院所加強宣導，針對 1981 年
（含）以後出生之第一線會接觸到病人的醫
事及非醫事人員，含醫事實習學生及其他常
駐工作人員（如：清潔人員、病房書記、傳
送人員、掛號人員及批價人員等）
，儘速完成
MMR 疫苗接種，提升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的 MMR
疫苗接種率，避免因感染麻疹後必須隔離，
影響醫療作業執行，以保障工作人員及病人
安全。

育齡婦女公費麻疹、腮腺炎、德
國麻疹混合疫苗（MMR）
接種適用條件
衛生局轉知有關育齡婦女公費麻疹、腮腺
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接種適用條件，
請各合約院所及婦產科等相關醫療院所依循
辦理，說明如下：
邇來因國內麻疹及德國麻疹疫情發生，致
15-49 歲育齡婦女接種公費 MMR 疫苗之情形
較往年增加，屢有衛生所及醫療院所詢問旨
揭對象之適用條件及接種建議，請貴所協助
轉知旨揭事項，以供醫護人員依循。
有關我國現行公費 MMR 疫苗提供育齡婦女
（15-49 歲）接種之適用條件如下：
(一)本國籍：
１、一般育齡婦女：檢具近 3 個月內之
德國麻疹抗體檢驗陰性報告者，提
供 1 劑。
２、產後補種：婦女若於懷孕期間經檢
測未具德國麻疹抗體，於產後持該
胎次檢驗日起之 2 年內德國麻疹抗
體檢驗報告者，提供 1 劑。
(二)外籍配偶育齡婦女：針對來臺首次申請

居留或定居時，若無徳國麻疹相關疫苗
接種證明或經檢測為徳國麻疹抗體陰性
者，提供 1 劑。若其後經檢測德國麻疹
抗體仍為陰性並出具 3 個月內之檢驗證
明者，可再提供 1 劑。
衛生所或合約醫療院所於提供前述對象公費
MMR 疫苗接種時，應確實檢視相關應備文件，
完成接種後應確實將接種紀錄核實登錄於相
關資訊系統，並衛教民眾預防接種紀錄為個
人免疫狀況之證明，應妥善保存，以為後續
使用或備查之需。
婦女於懷孕期間如經檢測未具德國麻疹抗
體，應避免前往德國麻疹流行地區，並於產
後儘速持德國麻疹抗體陰性證明，就近至各
衛生所或合約院所接種 1 劑 MMR 疫苗，以保
障母親己身及幼兒之健康。
鑑於國際間德國麻疹仍屢有疫情發生，為預
防婦女懷孕期間受感染，導致胎兒先天性畸
形，請確實轉知轄區相關院所加強宣導，提
醒德國麻疹抗體陰性育齡婦女，於準備懷孕
前先施打 MMR 疫苗，接種疫苗後 4 週內應避
免懷孕。

各單位學術活動訊息

5/25 全聯會視訊
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
主辦：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台大醫院、臺灣醫學會等單位
主題：自殺防治新進展
時間：5/25(六)13：30~15：30
地點：分區同步視訊(中區場次)
單向會場：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行政大樓 10 樓會
議室（台中市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名額
70 名。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幼大樓二樓第八會場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名額 70 名
學分：相關學分申請中
網路報名(額滿為止)網路：www.tma.tw
聯絡人 02-27527286 分機 112 郭小姐。

108 年「戒菸治療醫師教育訓
練之專門課程」
主辦：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對象：3 年內核心線上課程完訓之（西）醫
師，並經線上測驗成績達 80 分者。
報名：即日起至每場次開課前一週（或額滿）
截止。僅受理網路報名，請至「醫事
人 員 戒 菸 服 務 訓 練 系 統
（ https://quitsmoking.hpa.gov.tw
）
」
，登入後點選『課程及活動報名系
統』
。
中區場次
日期：6 月 2 日(日)9:5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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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0212 教室
相關訊息請上該學會網站查詢
https://www.tafm.org.tw/ehc-tafm/s/w/n
ews_news/article/58128d30772e49dbbb605
51b467ff2c3。或洽 02-23310774 轉 19

6/22、6/23 臺灣醫學會
春季學術演講會
主辦：臺灣醫學會
時間：6/22(六) 13:00~17:00
6/23(日) 08:00~16:00
地點：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啟川大樓六樓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 路 100 號)
費用：臺灣醫學會會員免費
非該學會會員 500 元
報名：請事先報名(6/15 前)，網路報名及詳
細活動內容請上網站www.fma.org.tw
查閱。
活動當天需親自持身分證報到註冊，於演講
會場前持大會名牌刷進、刷出，依實際上課
時數，由學會授與醫師執業執照積分及各專
科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
相關事宜請洽 02-23310558 轉 11 古小姐。

6-９月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訓練課程
家庭醫學會承辦國民健康署「成人預防保健
服務訓練課程統籌計畫」
，規劃辦理成人預防
保健服務教育訓練課程，優先受理新申辦成
人預防保健服務且符合「專科醫師分科及甄
審辦法」第三條所規定之專科醫師（除家庭
醫學科及內科專科醫師外）
，參與本教育訓練
課程並經考試及格等認可程序，始取得申辦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資格。
參與資格：
1.新申辦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且符合「專科醫
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三條所規定之專科
醫師（家 庭醫學科及內科專科醫師除外）
為優先。
2.若尚有名額，將開放給上述條件以外的醫
師。
報名手續：本課程全程參與之學員免收報名
費，請於開課前 10 天由台灣家庭醫學醫學
會 網 站 新 聞 焦 點 （ 網 址
https://www.tafm.org.tw）點選連結網址線
上報名。課程說明及報名表可逕上該會網站
查詢，或洽 039-325-192 轉 71292 簡石維
各場次日期、地點如下：
日期

地

點

06/16

臺大醫學院 104 講堂

07/07

中國醫大立夫教學大樓 103 教室

08/11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自由大樓第一會議室

09/08

成大醫院門診大樓第一會議室

09/22

臺大醫學院 102 講堂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中區分會４月各科管理會議
決議事項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中區分會各科
管理會議決議事項(詳附件 2.)請會員妥為保
存，相關訊息將置放本會網站。

學術演講
4 月 28 日假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12F 大禮
堂舉辦學術演講會。第⑴場臺中榮民總醫
院兒童醫學中心林明志部主任主講：
「結構
性心臟病介入治療」
。第⑵場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轉譯醫學研究中心徐偉成副院長
主講：
「幹細胞的臨床應用」
。第⑶場財政
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許幸容稅務員主
講：
「執行業務所得申報應注意事項」
，參
加會員計 158 名。

福壽綿綿

4 月份生日會員 324 名，本會均寄精美生日
卡以表祝賀，滿 65 歲以上會員計張志兵、許
達夫、鄭隆賓、鄒吉生、樓友水、林邦彥、
林漢鐙、田茂發、洪義雄、楊武德、葛應欽、
楊文卿、吳子卿、李篤宜、林哲男、劉明俊、
沈聰智、張清榮、林農、林昆海、李覃、劉
彥山、談伯慶、林健、王尊彥、甘淑惠、蔡
萍立、凃輝宏、黃興睦、林中生、陳金水、
李偉明、黃輝雄、林智廣、陳純華、許金龍、
蔡順宗、鄭玄、張慶三、吳善德、郭隆仁、
姜洪霆醫師等 42 名，本會均備阿水獅豬腳禮
盒乙份（素食者贈送生日蛋糕）送府以資祝
賀。
另對年滿 65 歲並加入本會屆滿 25 年以上之
會員，致送禮金 2000 元整回饋【永久會員無
此項福利】及第一年加贈紀念品乙份祝賀。

桌球賽成績揭曉
本會於 4 月 14 日假何安桌球場舉辦 2019 年
桌球錦標賽，計 136 人報名參加，當天成績
如下：
團體組：
冠軍：臺中市醫師公會快樂隊
亞軍：臺中市牙醫師公會紅隊
季軍：彰化縣醫師公會
殿軍：臺中市醫師公會健康隊
會員甲 A 組：
冠軍：林信宏 亞軍：羅士清
季軍：吳春貴 殿軍：王仲祺
會員甲 B 組：
冠軍：藍天立 亞軍：賴俊毓
季軍：林繼勇 殿軍：張嘉元
會員乙組：
冠軍：魏經岳 亞軍：李亞芳
季軍：李建興
公開組個人單打賽：
冠軍：藍天立 亞軍：廖隆德

季軍：陳柏廷 殿軍：張哲嘉
第五名：黃煜珉、吳春貴、林繼勇、李崑鈺
公開組個人雙打賽：
冠軍：蘇銘智、王建智
亞軍：林信宏、朱俊盈
季軍：洪光正、賴宗毅
殿軍：林義龍、林義城
第五名：羅士清、王仲祺/林漢輝、嚴允和
葉正道、邱信基/李聰斌、陳家昇

衛生局轉知
【醫療機構擬調漲門診掛號費請依
規定及向衛生局辦理專案備查】
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針對醫療機構擬調漲
門診掛號費釋示函，請各會員知悉並依規辦
理，說明如下：
上揭相關釋示函，衛生局業於 106 年 3 月 29
日以中市衛醫字第 1060027522 號函請公會
轉知所屬會員知悉，先予敘明。
查醫療法第 21 條規定：
「醫療機構收取醫療
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核定之。」
，掛號費係屬醫療機構之行政管理
費用，不屬於醫療法第 21 條規定所稱之醫療
費用。
次查，衛生福利部於 97 年調查全國各縣市醫
療機構掛號費用之收費狀況，建議掛號費收
取之參考上限為：門診 0-150 元，急診 0-300
元。
再查，本市西、中、牙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亦有明訂掛號費收取之範圍，若超過該收取
範圍，應專案報請本局備查，並應將所核定
之掛號費收費標準，於機構明顯處張貼與標
示，以周知病人。
邇來發現仍有醫療機構不清楚掛號費收取相
關規定或未向本局辦理專案備查。另，掛號
費雖為醫療機構之收費，但其計算基礎為病
歷整理、保存、調閱等行政作業成本，係屬
行政管理費用，與醫療費用不同，應予區別。
倘醫療機構之掛號費額，如超過上開衛生福
利部建議公告之範圍，應依該公告事項規
定，以專案方式報請本局備查。
爰此，再次轉知衛生福利部 106 年 3 月 22 日
衛部醫字第 1061661659 號釋示函供參，請各
會員知悉，倘有依規需向衛生局備查者，請
依該函釋規定審酌辦理。

【經事前報准得否免事前經執登機
構之負責人同意衛生局函示】
衛生局轉知有關醫事人員經事前報准至其他
機構執行業務或提供到宅醫療照顧，得否免
事前經其執業登記機構之負責人同意案，請
各會員依循辦理，說明如下：
查現行 15 類醫事人員執業，應依各該人員法
規定，向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機構辦
理執業登記；於執業登記處所外執行業務，
應經事先報准。
為配合在宅醫療、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政策
之推動，案經衛生福利部召開會議，結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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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基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醫事人員，雇主
與受僱員工間屬私契約關係，若雇主基
於機構之經營管理，認受僱員工在工作
時間以外在外兼職，有影響勞動契約履
行之虞時，應回歸於工作規則訂定限制
及具體適當之處罰條款。即受僱者於休
假或下班後兼職之管理，依雇主管理受
僱員工之目的，從契約辦理。
(二)具公務人員身分之醫事人員，依其人事
管理規定辦理。
(三)醫師之事前報准支援申請，比照前開規
定辦理。
若公會為計畫承作者，請公會知曉會員下班
後兼職應符合各自之勞雇契約，並應為參加
計畫之會員投保相關保險，以保障會員勞動
權益。
另，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審核醫事人員支援報
備申請時，
「事前報准」之目的，在於確認支
援場所之適當性及有無致生招攬業務之情
事，尚無涉及確認前開私契約事項，併予敘
明。
衛生福利部（前行政院衛生署）103 年 3 月 4
日衛部醫字第 1030102388 號函與上開牴觸
部分，自即日起不再適用。

【請協助宣導登革熱防疫措施】
衛生局轉知為預防登革熱疫情發生，請加強
宣導落實環境積水容器與孳生源清除，並透
過鄰里系統，提醒民眾主動清除室內外孳生
源，說明如下：
因本市 107 年登革熱疫情嚴峻，為避免去年
情況再次發生，請各單位透過跑馬燈、佈告
欄、電子看板等多元化宣導方式，協助宣導
登革熱防疫措施：
(一)民眾要定期巡視自家容器，掌握巡倒清
刷 4 撇步，
「巡」就是巡視周圍環境；
「倒」
就是不用容器倒置；
「清」就是清除廢棄
容器；
「刷」就是刷洗容器內壁清除蟲
卵，減少病媒蚊孳生，遠離登革熱威脅。
(二)出國旅遊回來有發燒、肌肉關節痛等相
關症狀要盡快就醫，並告訴醫師旅遊史。
(三)沒有孳生源就沒有病媒蚊，沒有病媒蚊
就沒有登革熱！徹底落實孳生源清除為
防治登革熱的不二法門。
衛生局將於 5 月份公告登革熱防疫措施，請
各單位先行宣導配合辦理：
(一)預防登革熱疫情發生及擴散，本市市民
及公、私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應主動清除所屬場域及住家室內外
（含大樓中庭、工(農)地、菜(農)園、
花圃、側溝、屋後溝、樓梯間、共同走
廊、開放空間、退縮空地、防火巷、地
下室等防空避難設備及頂樓）之積水容
器及積水處等孳生源。
(二)應配合本府防疫工作：主動清除室內外
孳生源，及經評估疫情規模有必要時，
應接受本府防疫人員執行疫情調查、檢
驗診斷、隔離、治療、預防接種及檢疫、
強制室內外孳生源檢查及清除、容器減
量、生物及化學防治（含預防性投藥）
、
登革熱危險警示區標示、禁止進入及封
閉場所等相關防疫措施。
(三)登革熱疫情發生時，有進入本市公、私
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

者，應由衛生、環保、民政等本府防疫
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並
事先通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其到場者，
對於防疫工作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事防
疫工作；必要時，並得要求村（里）長
或鄰長在場。
請各區公所轉知各里辦公室協助向民眾宣
導，提升民眾自覺性，讓防治作為內化為生
活作息。
衛生局網頁預防革熱專區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26
198/26327/26565/26583/)提供衛教單張、教
育訓練及宣導影片等資料可下載使用。

【對未滿 16 歲兒少進行引產
手術務必依規進行責任通報】
衛生局轉知為保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請婦產科相關人員，對未滿16歲兒少進行引
產手術，務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53條第1項規定進行責任通報，說明如
下：
請婦產科相關醫事人員依據相關法規落實責
任通報，並請於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訓練
課程中，加強宣導該等人員認識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及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8條之規定，瞭解責任通報之重要性、通
報途徑及違反後相關罰責，避免因不熟悉而
受罰，另衛生局已將上揭規定納入醫院督導
考核項目。

【協助向病人或其家屬宣導
有關長期照顧相關事宜】
衛生局轉知因應高齡化社會的長照問題，請
會員協助向病人或其家屬宣導有關長期照顧
相關訊息，說明如下：
上揭請協助宣導長照訊息，可包括但不限於
以下之方式：
(一)於醫療費用收據、衛教單張或藥袋加印
長照服務專線 1966。
(二)於門診候診區播放長照宣導影片或文字
跑馬燈。
(三)於院內適當空間張貼長照相關訊息。
上開影片、廣播或平面文宣等相關資料，詳
載於衛生福利部首頁長期照顧專區
(https://1966.gov.tw/LTC/mp-201.html)。

【消保處函釋醫療行為衍生
爭議之法律適用疑義】
衛生局轉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針對醫療行
為衍生爭議之法律適用疑義之函釋說明如
下：
就醫療機構提供服務衍生爭議，是否有消費
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之適用，本函釋略
以，需視醫療服務種類而論，即涉及醫療法
第 82 條醫療業務者，為避免防禦性醫療之產
生，對消費者權益保障反更不利，宜對消保
法第 7 條無過失責任之適用為目的性限縮；
不涉及醫療法第 82 條醫療業務者，如住院契

約、膳食提供、就醫流程、收費相關資訊等，
仍有消保法資訊應正確充分揭露、定型化契
約條款應衡平等規定之適用，請各會員知悉。

全聯會轉知
【公告修正西醫基層總額部
門檔案分析審查異常不予支
付指標及處理方式 10 項】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總額部門檔案分
析審查異常不予支付指標及處理方式 10 項
（新增 1 項，修訂 7 項，刪除 2 項）指標（已
放置公會網站）
，指標修正案自 108 年 6 月 1
日（費用年月）起生效。
10 項指標名稱如下：
005-基層診所病患當月就診超過 10 次以上
006-初次使用 ticlopidine 或
clopidogrel 前未使用 aspirin 比率
026-西醫基層門診 2 歲以下幼兒使用
CODEINE 製劑成分之處方藥品比率過高
036-西醫診所門診同院所同一病人每季申報
Zolpidem 開藥天數處方量（DDD 數）超量
042-西醫基層醫師杜卜勒氏彩色心臟血流圖
申報量超過西醫醫院醫師申報量 80 百分位
值（本項指標刪除）
046-西醫基層醫師光線治療申報量超過西醫
醫院醫師申報量 80 百分位值（本項指標刪
除）
043-西醫基層醫師上肢運動神經傳導測定申
報量過高超過西醫醫院醫師申報量
044-西醫基層醫師感覺神經傳導速度測定申
報量過高西醫醫院醫師申報量 80 百分位值
045-西醫基層醫師成人精神科診斷性會談申
報量過高西醫醫院醫師申報量 80 百分位值
057-西醫基層院所開立門診連續兩次以上調
劑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未再調劑案件占率過高

【超音波心臟圖及杜卜勒氏
超音波心臟圖填報執行醫
事人員代號相關事宜】
全聯會轉知有關西醫基層診所申報支付標準
項目 18005C（超音波心臟圖）及 18006C（杜
卜勒氏超音波心臟圖）
，填報「執行醫事人員
代號」乙案，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訂
定處理原則，說明如下：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一節第十二項規定，旨揭
兩項醫令限由心臟專科醫師 施行後申報；除
山地離島地區外，基層院所限由專任醫師開
立處方始可申報。
上開醫令之執行醫事人員非原醫囑（開單）
醫師時，應於「執行醫事人員代號」填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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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執行之醫師身分證統一編號。
本案尊重貴會（全聯會）建議「不強制填報」
外，為符合支付標準規定、確保醫療服務品
質與給付合理公平性，處理原則如 下，並自
108 年 7 月（費用年月）起實施：
(一)醫令清單段「執行醫事人員代號」有填
報者，檢核其資格，不符者逕予行政核
減。
(二)上述欄位未填列者，則視為由點數清單
段「診治醫事人員代號」醫師執行，檢
核其資格，不符者逕予行政核減。

【全聯會設置「全民健康保險委
員會會議資料專區」請多利用】
全聯會網站設置「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會議
資料」專區，請會員多加利用參考。
為能促進會員了解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
會，研議健保收支連動、監理等相關議題，
全聯會網站設置「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會議
資料」專區。(路徑：全聯會首頁/健保總額
專區/全民健康保險委員會會議資料；網址：
www.tma.tw/NhiLumpSum/index-committee.
asp)將依每月會議時程內上傳會議議程、議
事錄等資料，供有需要之會員下載參考（本
會亦於網站上建立連結）。

【7/31前受理報名全聯會臺灣醫療報導獎及徵文活動】
全聯會辦理「108 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及徵文
活動」，自即日起至 108 年 7 月 31 日受理報
名，得獎者將於 108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
本會醫師節慶祝大會公開頒獎，說明如下：
◎108 年「臺灣醫療報導獎」
(一)活動分為三類進行，分別為「平面類」、
「新媒體類」及「廣電類」，獎金最高
可達新台幣 10 萬元。
(二)特定期間內，凡發表、刊登及播出於國
內報紙、雜誌、網路媒體或廣播電視節
目中之新聞報導與醫療評論，並有助於
提昇台灣醫療專業形象，對醫療環境與
醫病關係有貢獻之作品皆可參賽。
(三)期待透過本活動，提昇臺灣醫師與醫療
形象，鼓勵國內新聞與醫療從業人員重
視醫藥新聞報導與評論，對醫藥相關議
題多予報導並發表議論，有效發揮正面
影響力，改善醫療環境，促進醫病和諧
關係，維護臺灣全體國民健康。
◎108 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徵文活動」
(一)針對當前醫療現況，鼓勵以評論或故事
形式之文學創作，邀請大家一同改善醫
療環境，促進醫病關係和諧，一般社會
大眾不分年齡及國籍皆可參加，惟須以
中文創作
(二)徵文主題包括「分級醫療」、「居家醫
療」、「安寧緩和醫療」、「長期照顧
制度」、「醫師納入勞基法」、「病人
自主權利法」、「電子智慧醫療」等七
大類別，獎金最高新台幣 3 萬元。
(三)期待透過本活動，分享相關經驗與故
事，讓民眾能多加了解醫療實務情形，
促進醫病和諧關係，讓醫師回歸專業，
專心提供醫療服務、民眾安心就醫、家

屬放心。
報名方式：請於 7 月 31 日前。
活動詳細相關訊息請逕至全聯會網站
(www.tma.tw)查詢或電洽 02-27527286#123
陳小姐。

用藥相關規定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
「Fluorouracil 及其相關成分藥品安全資
訊風險溝通表」。
有關「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可至該
署網站 (http://www.fda.gov.tw)「首頁」
>「業務專區」>「藥品 上市後監控/藥害
救濟」>「藥品安全資訊」下載。相關訊息
亦刊登全聯會網站。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修訂「急性無力脊
髓炎治療建議(Acute Flaccid Myelitis
Interim Considerations for Clinical
Management)」
，請醫護人員、會員參考，
說明如下：
為因應急性無力脊髓炎(acute flaccid
myelitis, AFM)臨床治療之需，疾病管制
署於去(107)年 2 月參考美國 CDC 於 2014
年公布之「急性無力脊髓炎臨床處置之初
步 指 引 (Interim Considerations for
Clinical Management ofPatients)」，首
次訂定並公布旨揭建議，本年再參考美國
CDC 與英國公共衛生部門(Public Health
England, PHE)2018 年公布之新版指引及
相關文獻，並召開專家共識會議審酌修
訂，以提供更完備之臨床處置參考。
對於 AFM 病人，仍建議比照一般嚴重神經
性疾病的照顧原則，給予基本與及時的支
持性療法。另考量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
(IVIG)療法可用於治療腸病毒感染引起之
神經學併發症，且曾有文獻提及早期使用
可能較具療效，爰將該療法之建議順位提
前；至於皮質類固醇、血漿置換、干擾素
及抗病毒藥物等處置方法，對於治療 AFM
並無新增確切療效之實證，且可能對病人
帶來危害，建議謹慎使用。
依據美國監視資料，AFM 疫情有每兩年浮
現一波的趨勢，且與腸病毒 D68 型(EV-D68)
之活躍趨勢吻合，請轉知所屬會員及醫護
人員，如發現疑似感染 EV-D68 導致 AFM 之
病人，務必提高警覺立即通報，並及時採
取適當醫療處置。
上揭建議已公布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首頁(http://www.cdc.gov.tw)/傳染病與
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治療照護/腸病毒
臨床處置建議/急性無力脊髓炎治療建
議）
，可逕行下載參閱。
※轉知行政院於 108 年 4 月 11 日公告修正
「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部分分級及品
項，並自即日生效，說明如下：
本次公告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如下：
(一)增列恰特草(Khat、Qat、Kat、Chat、
Abyssinian Tea、Arabian Tea、Catha
Edulis Forsk)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二)增列 4-乙基-2,5-二甲氧基苯基乙基胺
[4-ethyl-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

2,5-dimethoxy-4-ethylphenethylamine 、
2-(4-ethyl-2,5-dimethoxyphenyl)ethanam
ine、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E]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三)增列 N-[(2S)-1-氨基-3-甲基-1-羰基丁
烷 -2- 基 ]-1- 戊 基 吲 唑 -3- 羧 醯 胺
(N-[(2S)-1-amino-3-methyl-1-oxobut
an-2-yl]-1-pentylindazole-3-carbox
amide、AB-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四)增列乙基甲基卡西酮(EthylMethcathinone、EMC)為第三級管制藥品，包括
2-EMC、3-EMC 及 4-EMC 等三種位置異構
物。
(五)增列帽柱木鹼(Mitragynine、9-Methoxycorynantheidine)為第三級管制藥
品。
自公告日起，尚有留存 Khat、2C-E、
AB-PINACA、EMC 及 Mitragynine 之機構業
者，須依規定申請管制藥品登記證，並於
業務處所設置簿冊，詳實登載管制藥品每
日收支結存情形，並定期申報；機構業者
如欲使用前述品項進行醫藥教育研究試驗
者，須事前向衛生福利部提出使用管制藥
品申請，經核准後始得使用；該等藥品之
輸入、輸出、製造、販賣、購買及使用等
相關事宜，請確實遵照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規受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修正「全民健
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規
定，如下：
說明：
(1)108 年 3 月 27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137
號 公 告 修 訂 含 agalsidase alfa 及
agalsidase beta 成分之藥品給付規定。
(2)108 年 3 月 28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086
號 函 有 關 KetopenInjection 20mg/Ml
(Nefopam)等 34 項藥品許可證逾期未展
延，將取消健保給付一案，經查藥品許可
證逾期未展延，該署將於 108 年 5 月 1 日
起取消健保收載。旨揭藥品明細表資料置
於該署全球資訊網/藥材專區/藥品/健保
用藥品項。
(3)108 年 3 月 28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095B
號函通知健保用藥品項「Zytiga Tablets
250mg(健保代碼：BC26139100)」之價格
異動情形。旨揭藥品現行支付價為每粒
670 元，依 108 年 1 月 28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75705 號公告之 108 年度藥品支付
價格例行調整作業，於 108 年 4 月 1 日起
調整為每粒 667 元。另經藥品給付協議
108 年第 1 季藥價檢討結果，自 108 年 5
月 1 日起，價格調整為每粒 662 元。
(4)108 年 3 月 29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090C
號函健保用藥品項「Iressa Film-Coated
Tablets 250mg (健保代碼：BC23808100)」
及「Ternibin F.C. Tablets 250mg (健
保代碼：AC59239100)」之異動。自 108
年 5 月 1 日起，IressaFilm-Coated
Tablets 250mg 之健保支付價由每粒
1,073 元調整為 1,037 元，Ternibin F.C.
Tablets 250mg 之健保支付價由每粒 858
元調整為 829 元。
(5)108 年 4 月 1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04112
號 函 有 關 「 HysartanF.C. Tablets
50/12.5 mg(衛署藥製字第 048757 號)」
等 2 項藥品回收一案。旨揭 2 項藥品涉及
使用含「N-亞硝基-N-甲基-4-氨基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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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BA)」原料藥，經主管機關核定係屬第
一級危害回收，請配合辦理。

各藥廠藥品回收訊息放置於下列網站
(1)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首頁（網
址：http：//www.fda.gov.tw/）>消
費者資訊>不合格產品資訊>藥品回
收。
(2) 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首頁
（http：//consumer.fda.gov.tw/）>
藥求安全>藥物安全>產品回收。
(3) 臺 中 市 政府 衛生 局 首 頁 （ http ：
//www.health.taichung.gov.tw/ ） >
醫療院所交流平台>食品藥物管理科。
本次轉知回收藥品及變更仿單等：
(1) 有關大裕生技興業有限公司辦理「"大裕
" 三支雨傘標友露安液 YULUAN SOLUTION
"DAIYU" (衛署藥製字第 045350 號)」(批
號 17003V)藥品，請各院所配合回收。
(2)有關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藥品
「"優生"天樂錠 100 毫克(阿廷諾）
TENOL TABLETS 100MG "Y.S."(ATENOLOL)
(衛署藥製字第 029443 號)」(批號 E535、
F183、FL49 及 G546)，請配合回收。
(3) 有關美西製藥有限公司產品「止嗽散（衛
署藥製字第 027415 號）
」經核准藥品申請
移轉，請貴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知悉並配
合業者回收。
(4)有關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辦
理 藥 品 「 善 得 明 眼 藥 水 SALUTE
OPHTHALMIC SOLUTION ( 衛署藥製字第
046899 號)」(批號 UK008、UK016、VA023、
VD005 及 VE005)，請配合回收。
公告註銷/變更/藥品/醫材許可證：
(1)公告註銷鉅慧有限公司持有之「"鉅慧"
軀幹裝具(未滅菌)」
（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3779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
(2)公告註銷旭邦醫療器材有限公司持有之
「“艾爾卡福特”一次使用型喉頭鏡葉
片 (滅菌)」
（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4696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
(3)公告註銷恒海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希美替定(衛署藥陸輸字第 000473
號)」
、異布洛芬（衛署藥陸輸字第 000478
號）
、格列齊特 (衛署藥陸輸字第 000498
號)、妥內散酸 (衛署藥陸輸字第 000500
號)、思利馬林 (衛署藥陸輸字第 000562
號)、氫溴酸右旋美索芬 (衛署藥輸字第
026079 號) 等 6 件藥品許可證。
(4)公告註銷祈達實業有限公司持有之「鼻炎
立克軟膠囊（衛署藥輸字第 025848 號）
」
藥物許可證。
(5)有關羅得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 羅得"可膚朗乳膏(衛署藥製字第
031306 號)」藥物許可證，仿單、標籤、
外盒變更，請配合回收驗章作業。
(6) 有關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律脂膜衣錠 20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47928 號）
」
、
「”永信”糖必滅錠 2 毫克
（衛署藥製字第 048121 號）
」
、
「”永信”
糖必滅 錠 1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49072
號）
」
、
「癒胃康凍晶注射劑 40 毫克 (衛部
藥製字第058196 號)」
、
「允消手悅乳膏
（衛
署藥製字第 042392 號）
」藥物許可證，仿
單、標籤、外盒變更，請配合回收驗章作
業。

(7)有關人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虎標

鎮痛軟膏（衛署成製字第 000422 號）
」藥
物許可證，仿單、標籤、外盒變更，請配
合回收驗章作業。
(8)公告註銷元氣堂呂貿易有限公司持有之
「克好膠囊(衛署藥輸字第 011890 號)」
藥品許可證
(9)有關美西製藥有限公司產品「美西”免酸
痛液 10 公絲/公撮（吲哚美酒辛）
（衛署
藥製字第 038525 號）
」等 7 張許可證，經
核准變更中文品名、包裝、儲存條件及仿
單、標籤、外盒變更，請配合回收驗章作
業。
(10)有關國信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產品「癒風
錠（衛署藥製字第 005225 號）
」衛署藥
製字第 026679 號
「斯立克錠 200 公絲
（蘇
林達克）
」
、內衛藥製字第 008029 號「美
他濕朗膠囊」
，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1) 有關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安
嗽糖漿（衛署藥製字第 026191 號）
」藥
品許可證藥商移轉、中英文品名變更已
核准變更在案(詳如說明段)，請配合回
收作業。
(12)公告註銷壯生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信迪思"手動式骨科手術器械(滅
菌/ 未滅菌)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
004372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
(13)公告註銷瀚揚有限公司持有之「"博方"
困難梭狀桿菌檢測試劑(未滅菌)」（衛
部醫器輸壹字第 014698 號）醫療器材許
可證。
(14)公告註銷凱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之
「"凱杰"阿特斯困難梭狀芽孢桿菌檢驗
試劑組(未滅菌)」（衛部醫器輸壹字第
015549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
(15)公告註銷新加坡商必帝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持有之「必帝困難梭狀芽孢桿
菌檢驗試劑(未滅菌)」（衛署醫器輸壹
字第 008339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
(16)有關美西製藥有限公司申請「"葡萄王"
感嗽安感冒液（衛署藥製字第 032142
號）
」藥品許可證變更在案，請配合回收
驗章作業。

壹、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一、案由：請審查本會 2019 年 3 月份經費收
支。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案由：本會會員參加臺灣世界衛生組織
（WHO）宣達團活動補助案。
決議：通過補助 2019 年參加會員林恒立
醫師、張士三醫師各新臺幣參萬
伍仟元整。
(備註:李孟智顧問亦參加宣達團活動並
發表演講，但由科技部補助，未
向本會申請。)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三、案由：全聯會函請各公會協助推薦勞動
調解委員，俾利法院遴聘。
決議：經主席徵詢與會人員意願及意見
後，本案不予推薦。
提案單位：理事會
四、案由：臺中市政府函請本會推薦醫療糾
紛調處委員，藉以強化衛生局受
理醫療糾紛案件處理量能，俾建
立本市醫事審議委員會臨時會醫
療爭議調處專家名冊案。
決議：
(1)有意願之理監事、秘書長、副秘書長
請向公會登記。
(2)請臺中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各推
派至少 10 名、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澄清綜合醫
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各推
派至少 5 名(會後已發函各醫院推薦)
另請台中市診所協會、台中都診所協
會各推薦 10 名(二協會名單請協調不
重覆)。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五、案由：本月份入會會員審核案。
決議：照案通過，現有會員 4,088 名。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4 時 05 分。

上網下載查詢
※衛福部 108 年 4 月 2 日修正發布「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第
二條附表一，相關訊息請上網查詢。

第25 屆第25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2019 年 4 月 26 日(五）12:30
地 點：本會第二會議室(七樓)
出席者：王博正副理事長等 17 名
列席者：巫永德顧問、鐘坤井顧問、蔡文仁
顧問、劉茂彬秘書長等 13 名。
指 導：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黃敏
慧科長。
主 席：陳理事長文侯
紀 錄：李妍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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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明細：
請上本會網站瀏覽
www.tcmed.org.tw
1.學術活動消息
2. 4 月科管理各科決議事項
（僅寄基層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