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摘要

頁面

9/29 演講會
2020 年演講會問卷
醫師公會盃籃球賽歡迎組隊參加

P1

9 月 29 日（13:30-17:00）

本年度下期會費開始繳納
診所違規態樣，各院所注意以免受罰 P1-P2
各單位學術活動訊息
P2
中區分會各科管理會議
活動後報導
衛生局轉知
公告修正臺中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
標準表-新增 「預立醫療諮商費」
、
「同診諮商親友諮商費」及相關超時 P3
收費金額等
診所申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機構」
流程及相關人員資格
兒童遊戲場安全檢驗備查期限展延
至6年
請落實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人口販運防
制法所訂通報責任
茲卡感染症個案採檢注意事項
重申藥品申報作業及管制藥品登記
證事項變更應依規定辦理
提高警覺腸病毒疫情
注意麻疹個案臨床症狀及時診斷並
採取適當措施
修訂麻疹防治工作手冊
確實提供傳染病通報個案相關資料
以利後續防治工作
醫療用途之車載型可發生游離輻射
設備相關規定
公版無障礙輔助溝通之相關資源供
診所參考
全聯會轉知
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管理方案
(108/3/6 版)增訂虛擬醫令 R008
108/10/01 起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
費用管理方案將擴大至全藥品類別
為維護民眾就醫權益及避免醫療負
擔健保署重申應優先開立健保給付
品項
踴躍參加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
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衛福部修訂電子病歷交換欄位與格
式之標準規範
請多利用衛福部爭審會建置之醫療
費用爭議案件系統
用藥相關規定
上網下載區
理監事會紀錄
本次寄發相關附件明細

P4

(1)聽覺歷史與人工電子耳
(2)3D 列印於醫療臨床應用新趨勢
(3)多重慢性病照護與複方藥物
使用之探討
本會訂於9 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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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人工電子耳中心何旭爵主任主講：
「聽
覺歷史與人工電子耳」
。
第⑵場（14:30-15:30）聘請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外科系方信元副院長主講：
「3D 列印
於醫療臨床應用新趨勢」
。
第⑶場（15:30-17:00）由高峰藥品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聘請楊國君診所楊國君院長主講：
「多重慢性病照護與複方藥物使用之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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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會同意認定繼
續教育積分（台灣醫學會、內科、外科、神
經學會學分申請中）
。

2020 年演講會問卷
為排定 2020 年學術演講會課程，請於 10/4
前填妥問卷(如附件 2.)回傳(23202083)至本
會黃瓊瑤小姐收。

P5

P5-P7
P7
P8

臺中市醫師公會盃
籃球賽歡迎組隊參加
為使會員於繁忙之餘，能鍛鍊身心，並連絡
情誼，於 99 年首次辦理此活動至今多年，請
踴躍組隊參加。
主辦：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
承辦：臺中榮民總醫院籃球社
中國醫藥大學籃球隊
地點：臺中榮總眷舍體育館
(或台中一中體育館)
日期 :11 月 16、17 日(六、日)
11 月 23、24 日(六、日)
週六下午 14:00-17:00
週日上午 9:00-17:00

對象：本會會員可自由組隊或以醫院名義組
隊參加，每隊 12 人中至少需有 6 人以
上為本會會員，場上 5 人中至少需有
3 人為本會會員。其他人士限定為醫
療同業（如牙醫師、藥師等）
、於參賽
醫院服務之員工、參賽醫學院教職
員、或會員配偶及直系親屬。視報名
情況得邀請其他球隊參與。
報名：11 月 2 日前向公會報名。
比賽規則：業餘籃球比賽規則。
◎團體報名表請洽公會李妍禧小姐索取
(23202009)。

本年度下期會費開始繳納
便利超商、郵局繳款免手續費
會費繳款單已於日前寄發，惠請於 10/31 前
完成繳款，逾期繳款單即無法使用，須請親
臨至本會繳款。如有會費繳款問題，請洽會
計謝琇芳小姐。

診所違規態樣，各院所注意
以免受罰
函知為發揮同儕制約及自主管理精神，特約
醫事服務機構申報異常費用不僅遭致扣款等
違約處分，亦連帶扣減西醫基層全體總額，
影響總額成長率，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遵守
《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
法》第 35 條至第 40 條規定，尤以下列為首：
(一)醫師應親自診斷病患提供醫療服務，或
於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七
條所定條件時，再開給相同方劑。
(二)醫師應依處方箋、病歷或其他紀錄之記
載提供醫療服務。
(三)避免以不正當行為或虛偽之證明報告或
陳述，申報醫療費用。
依據「108 年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勞務委
託契約」第二條、(三)、1、(1)、(5)及《中
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西醫基層醫療服
務審查執行會暨分會執行幹部自律管理守
則》第三條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家遴聘與管
理要點》第三條規定，違反《全民健康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而受終止特
約或停止特約處分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負責
醫師及其他受處分醫師，如係西醫基層醫療
服務審查執行會及各分會現任委員或審查醫
藥專家，將予以解聘。
茲就中區部分(2019 年 7-8 月份)節錄供參，
並請各院所注意以免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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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節錄

院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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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容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執行藥品
調劑及交付之情事。
2.未依處方箋、病歷或其他紀錄之記
載提供醫事服務。
3.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務。
4.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務。
5.未依處方箋、病歷或其他紀錄之記
載提供醫事服務。
6.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療服務。
7.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療服務。
1.特管辦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
定，容留非具醫事人員資格，執行
醫師以外醫事人員業務，以保險人
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近一季確認之
平均點值計算，扣減其申報之相關
醫療費用之十倍金額。
2.特管辦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
務，以保險人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
近一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算，扣減
其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之十倍金
額。
3.特管辦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
務，以保險人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
近一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算，扣減
其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之十倍金
額。
4.特管辦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
務，以保險人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
近一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算，扣減
其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之十倍金
額。
5.特管辦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
務，以保險人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
近一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算，扣減
其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之十倍金
額。
6.特管辦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
務，以保險人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
近一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算，扣減
其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之十倍金
額。
7.特管辦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未經醫師診斷逕行提供醫事服
務，以保險人公告各該分區總額最
近一季確認之平均點值計算，扣減
其申報之相關醫療費用之十倍金
額。
1.扣減 10 倍醫療費用新台幣 16,400
元，追扣醫療費用新台幣 1,640 元。
2.予扣減醫療費用之 10 倍金額 3,930
元併追扣醫療費用 393 元。
3.醫療費用扣減十倍計 2,860 元及追
扣計 286 元，共計 3,146 元。
4.不給付醫療費用計 9,346 元、扣減
醫療費用之 10 倍金額計 93,460 元。
5.扣減醫療費用之 10 倍金額 38,660
元,併追扣醫療費用 3,866 元。
6.扣減醫療費用之 10 倍金額 97,300

元,併追扣醫療費用 9,730 元。
7.扣減醫療費用之 10 倍金額 64,630
元併追扣醫療費用 6,463 元。

署委託之社團法人臺灣兒科醫學會王小姐
（02-23516446 轉 23）或國民健康署婦幼健
康組承辦人朱小姐（電話：02-25220655）
。

9/28 全聯會視訊～
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
各單位學術活動訊息

9/20 108 年「婦幼健康管理整
合系統」分區教育訓練
主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108 年「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分
區教育訓練
對象：現行「婦幼健康管理整合系統」及「全
國遺傳性疾病診斷檢驗個案減免(或
補助)之網路申報及資料庫系統(*以
下簡稱為：全國遺傳診斷系統)」之使
用者
中區場次(限 100 人)
時間：9 月 20 日(五)13:00-17: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台中教育中心
【Rich 19 大樓3樓 R319百人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658號3樓
報名：採線上報名，請至 Beclass 系統進行
線上報名。若有系統操作相關疑義，
請洽國健署委託之資拓宏宇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楊小姐(聯絡電話：
02-25591971；客服信箱：
chp@ms2.iisigroup.com)。

9/22

2019 醫療法學術研討會

主辦：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團法人臺中市律師公會
中國醫藥大學人文與科技學院
活動：2019醫療法學術研討會
日期：9月22日(日)08:50-16:45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 2 樓
203 教室
報名：採線上報名 http//reurl.cc/W442zL

9/22 兒童發展與健康篩檢
服務醫師教育訓練
主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臺灣兒科醫學會
活動：108年度「兒童發展與健康篩檢服務醫
師教育訓練」
中區場次
日期：9月22日(日)08:00-12:35
地點：集思新烏日會議中心 301 及 302 廳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台鐵新烏日站 3 樓)
該教育訓練以未參加過相關課程之兒科專科
醫師與家醫科專科醫師優先參加。相關事宜
可至國健署網站(http://www.hpa.gov.tw
/健康主題/全人健康/嬰幼兒與兒童健康/兒
童衛教指導/主題文章)查詢，或洽國民健康

主辦：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
主題：醫療事故爭議處理及支援機制分享
時間：9 月 28 日(六)13：30~15：30
地點：分區同步視訊(中區場次)
單向會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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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 1 樓第七會議
室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
名額 70 名。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http://www.tma.tw)
相關學分申請中。
註：本次研討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合辦單位: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臺灣醫學會、台大醫院、中華民
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

10/6 兒童青少年糖尿病研習會
指導：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主辦：台中市糖尿病共同照護學會
協辦：林新醫療法人林新醫院
活動：兒童青少年糖尿病研習會
日期：10 月 6 日（日）08:05am~12:30pm
地點：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B 棟 13
樓國際會議廳
(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36 號)
報名：9/28 止(六)限 210 人(額滿為止)
報名費：會員新臺幣 200 元整 (僅指台中
市糖尿病共同照護學會會員)
非會員：500 元整，現場報名 800 元整(僅開
放 10 名額滿為止) 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RBAVbeKcEgBUJ
WiC8（相關事宜已放公會網站）
。

10/16 新興傳染病防治
暨臨床治療照護研討會
主辦：財團法人謝維銓教授感染醫學文教基
金會
指導：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活動：108 年新興傳染病防治暨臨床治療照
護研討會
日期：10 月 16 日(三)12:50-17:00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大樓
一樓階梯教室單向會場：
報名: 9/20 前至http://twmmtn.blogspot.
tw/完成報名手續。
「108 年新興傳染病防治暨臨床治療照護研
討會」各場次議程表請至衛生局首頁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
>醫療院所交流平台>疾病管制科項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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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中區分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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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請會員妥為保
存，相關訊息將置放本會網站。

學術演講
8 月 25 日假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12F 大禮堂
舉辦學術演講會。第⑴場臺中市防癌協會聘
請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肝膽胃腸科周鈴泰主
任主講：肝癌的治療現況」
。第⑵場衛生福利
部臺中醫院骨科張永森主任主講：
「常見肩關
節病變」
，參加會員計 87 名。

◎◎福壽綿綿◎◎
8 月份生日會員 352 名，本會均寄精美生日卡
祝賀，滿 65 歲以上會員計蔡崇仁、吳子鈞、
王世叡、謝政邦、柯貴榮、李瑛、陳俊男、
張崇信、顏壽、林朝欽、林茂仁、王道文、
陳世杰、林憲文、呂錦泉、黃純義、黎偉民、
林遠宏、陳加利、吳東洀、鄭宗園、吳英偉、
吳坤煥、陳武雄、林隆堯、劉可毅、王福楠、
郭榮軒、劉志寬、賴美惠、莊宏達、石修雄、
詹伍郎、詹復國、張和賢、李超、張建國、
徐尚隣、林金坤、鄭世富、簡微年、賴文福、
江日崇、郭隆吉、王國陽醫師等 45 位，本會
均備阿水獅豬腳禮盒乙份（素食者改贈送生
日蛋糕）送府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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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甜蜜◎◎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黃宗君醫
師與林宜榛小姐於 9 月 8 日舉行結婚典
禮，本會致送賀儀誌慶，並賀才子佳人、
心心相印。

網球賽成績
本會於 9 月 8 日假臺中市中興網球場舉辦網
球比賽，邀請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健保局中區業務組、臺中市牙醫師公會、
臺中市中醫師公會、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
會、臺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臺中市大臺
中中醫師公會參賽，會員及來賓計 93 位報名
參加，當天比賽成績如下：
團體賽：
冠軍－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隊
亞軍－澄友隊
季軍－臺中榮總 B 隊
殿軍－中國醫友隊
個人雙打賽：
青年組：冠軍-鄭亷彥、趙明哲
亞軍-顏在弘、何信辰
壯年組：冠軍-陳宏源、江英杰
亞軍-林經堯、林煥洲
男女混雙/親子：冠軍-陳亭彤、陳靖允
亞軍-林子凱、魏利真

衛生局轉知
【公告修正臺中市西醫醫療機
構收費標準表-新增「預立醫療
諮商費」、「同診諮商親友諮商
費」及相關超時收費金額等】
轉知衛生局業已公告修正「臺中市西醫醫療
機構收費標準表」
，並自 108 年 8 月 15 日起
生效，說明如下：
依據 108 年 3 月 4 日臺中市政府第五屆醫事
審議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決議及衛生局 108 年
8 月 15 日中市衛醫字第 10800808361 號令辦
理。
為配合衛生福利部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修
正上揭收費標準，說明如下：
(一)病人自主權利法於 108 年 1 月 6 日正式
施行，依據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
療機構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諮商機構
得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酌收諮商費用。
(二)為配合針對上開法規推動，加速醫療機
構開設諮商門診速度及制訂明確收費上
限供醫療機構依循，經 108 年 3 月 4 日
臺中市政府第五屆醫事審議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審議通過制訂收費金額上限，於
本表「十一、其他 」項下新增 「預立
醫療諮商費(單人)」
、
「同診諮商親友諮
商費(加一人)」及相關超時收費金額等
四項收費標準項目。
(三)現行本表「十一、其他 」項下業已明定
「病情諮詢費」
，為與本次新增預立醫療
諮商費明顯區分，於病情諮詢費項目備
註說明，俾利分辨。
依據醫療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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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 22 條規定，醫療機構不得違反
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違者，
依同法 103 條可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25 萬元
以下罰鍰。
請本市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院，依本
收費標準檢視院內收費是否符合規定，相關
自費醫療收費應依本市醫療機構醫療費用收
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規定辦理。
上揭參考原則及修正總說明，請至「衛生局
網站／機關業務／消費指南」項下自行下載。
註：公告修正後「臺中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
表」
，本會印製完成後將寄發各診所張貼。

【診所申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機
構」流程及相關人員資格】
衛生轉知有關本市診所欲申請成為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機構相關流程一案，說明如下：
按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
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以外之醫院、診
所具特殊專長，或位於離島、山地或其他偏
遠地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並經同意者，得為諮商機構，提供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另按同辦
法第 4 條規定，諮商機構應組成預立醫療照

護諮商團隊，至少包括下列人員：(一)醫師
一人：應具有專科醫師資格。(二)護理人員
一人：應具有二年以上臨床實務經驗。(三)
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員一人：應具有二年以
上臨床實務經驗。第 2 條第 2 項諮商機構，
得就前項第 2 款或第 3 款人員擇一設置。第
1 項人員，應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立
醫療照護諮商訓練課程。
診所符合相關資格者，請函文並填具申請書
向本局提出申請成為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機
構，並於收到本局同意函後，自行前往「衛
生福利部預立醫療決定、安寧緩和醫療及器
官捐贈意願資訊系統」(網
址:https://hpcod.mohw.gov.tw/HospWeb/)
申請使用。
臺中市診所申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機構申請
流程及申請表供參(已放置公會網站)。

【兒童遊戲場安全檢驗備查期限
展延至 6 年】
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有關兒童遊戲場安全
檢驗備查期限展延相關事宜，請各院所配合
辦理，說明如下：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依據 108 年 6 月 4
日研商「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修
正草案會議紀錄之附帶決議，業將兒童遊戲
場安全檢驗備查期限由原 3 年展延至 6 年，
如各院所有於 106 年 1 月 24 日前設置遊戲場
者，應於 112 年 1 月 24 日前檢具由專業檢驗
機構出具之合格報告等相關表件，向衛生局
完成備查手續，後由衛生局陳轉衛生福利部
備查，以符合兒童遊戲場相關規定。

【請落實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
人口販運防制法所訂通報責任】
衛生局轉知請依法落實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所訂通報責任，並
轉知所屬及納入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說明如
下：
有關醫事人員需依法落實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所訂通報責任說
明如下：
(一)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7 條：
「醫事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福利或少
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有本條例應保護之
兒童或少年，或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
人，應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第 5 條所定機關或人員報告」
。同
法第 46 條：
「違反第 7 條第一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
(二)另查人口販運防治法第 9 條：
「醫事人員
在執行職務時，發現有疑似人口販運案
件，應立即通報當地司法警察機關」
。同
法第 41 條：
「無正當理由違反第 9 條第
一項通報責任之規定者，處新臺幣 6 千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
綜上，各機構醫事人員除依法落實上開法規
所訂通報責任外，並請轉知所屬及納入院所
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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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卡感染症個案採檢注意事項】
衛生局轉知通報「茲卡感染症」個案採檢注
意事項，請配合辦理，說明如下：
為因應蟲媒病毒實驗室針對「茲卡感染症」
檢驗茲卡病毒需求，請通報該疾病個案時，
除依「傳染病檢體採檢手冊」採檢血清及尿
液檢體外，並加採紫頭管（抗凝劑為 EDTA) 之
全血檢體送驗，檢體收件單位為疾病管制署
昆陽辦公室。

【重申藥品申報作業及管制藥品
登記證事項變更應依規定辦理】
衛生局重申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之機構，應
注意依規每年管制藥品申報之期限及辦理變
更登記等事宜，請各位會員應確實遵守法規
辦理，說明如下：
邇來衛生局執行年度管制藥品實地稽核時，
發現機構常見缺失為未依規於每年一月前辦
理前一年管制藥品申報或申報錯誤，另亦發
現有機構未依規定於登記證變更事實發生起
15 天內辨理變更，特此再次重申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相關規範。
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
「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應於業務處所設
置簿冊，詳實登載管制藥品每日之收支、銷
燬、減損及結存情形。」
；同條例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
「前項登載情形，應依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規定之期限及方式，定期向當地衛生
主管機關及食品藥物署申報。」
，未依規定申
報者可依同條例第 40 條規定，處新臺幣 3 萬
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
定：
「醫療機構、藥局、獸醫診療機構、畜牧
獸醫機構及醫藥教育研究試驗機構依本條例
第28 條第2 項規定申報管制藥品簿冊登載情
形者，…每年一月向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及
食品藥物署辦理前一年管制藥品之申報；於
該期間無任何管制藥品收入、支出或結存
者，亦同。」
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
「管制藥品之輸入、輸出、製造、販賣、購
買，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五、醫療機構、
藥局、獸醫診療機構、畜牧獸醫機構或醫藥
教育研究試驗機構得購買管制藥品。」；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
「前項機構或業者，應向
食品藥物署申請核准登記，取得管制藥品登
記證。」
；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
「前項登記事
項變更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向
食品藥物署辦理變更登記。」
，未依規定辦理
變更登記者可依同條例第 40 條規定，處新臺
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為免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機構違反相關規定
遭罰，請務必轉知所屬會員有關管制藥品申
報作業及管制藥品登記證事項變更應依上述
規定辦理。
註：院所於收支結存簿冊登載時，
「收入藥品
批號」應登載清楚，以免不同藥廠進貨之
藥品收入、支出與結存數量無法相符。

【提高警覺腸病毒疫情】
為防範開學後腸病毒疫情，請轉知所屬醫護
人員確保臨床處置品質及應變量能，說明如
下：
目前腸病毒疫情仍在流行高峰期，雖然主要
流行克沙奇 A 群病毒，且腸病毒 71 型活躍度
已有下降，惟社區仍持續有輕症感染個案，
且偶有重症案例出現，另容易導致肢體麻痺
的腸病毒 D68 型是否於本年秋冬流行亦密切
觀察中，故不可掉以輕心，請做好完善整備，
以因應開學後可能發生的疫情。
由於腸病毒重症之病程變化迅速，請提高警
覺，留意重症前兆病徵，加強院內感染控制、
院際聯繫並落實轉診機制，以使病人能即時
獲得妥適醫療處置及照護，降低後遺症與死
亡風險。

【注意麻疹個案臨床症狀及時
診斷並採取適當措施】
為防範麻疹在醫療機構內造成群聚或傳播，
請轉知所屬醫護人員注意麻疹個案可能以不
典型臨床症狀表現，以及時診斷並採取適當
措施，說明如下：
近期國內外麻疹感染疫情頻傳，今（108）年
度在國內已造成多起醫院內工作人員感染事
件。以近日發生之群聚事件為例，已造成至
少 5 名醫護人員感染，均為指標個案之就醫
接觸者；經查該等人員均為我國開始推行麻
疹疫苗接種政策後的出生世代，感染後症狀
不典型，且麻疹 IgM 抗體檢驗結果大多為陰
性，因而未能及時診斷。
爰上，請轉知所屬除在診療時詢問病人的旅
遊史、職業、接觸史、及周遭是否有麻疹群
聚案之外，應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一)因曾具有麻疹抗體的人感染後，症狀通
常不典型，依據調查報告及文獻顯示，
感染者一開始的臨床表徵可能只有發燒
或出疹其中之一，因此切勿僅以出現結
膜 炎 （ conjunctivitis ）、 流 鼻 水
（coryza）與咳嗽（cough）等「3C」症
狀做為臨床診斷及判定接觸者是否發病
的標準。
(二)因曾具有麻疹抗體的人感染後，在急性
期的抗體檢驗結果通常為 IgM 陰性、IgG
陽性，因此勿僅以抗體檢測報告作為實
驗室診斷之依據，建議麻疹疑似個案應
同時進行抗體及 PCR 檢測。
(三)因免疫力缺失的個案(如接受高劑量類
固醇者等)感染期間病毒量偏高且病毒
排出時間較長，仍可能造成少數符合麻
疹免疫力條件之工作人員感染
（breakthroughinfection）
，故符合麻
疹免疫力條件的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在照
顧麻疹病人時，仍應穿戴適當個人防護
裝備。
接種 MMR 疫苗是預防麻疹傳播最有效的策
略，請加強監督所屬確實依據疾病管制署公
布之建議，評估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是否具有
麻疹免疫力，並督促無免疫力者儘速完成疫
苗接種。
請轉知所屬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若被匡列為
麻疹接觸者時，應依據疾病管制署公布之「麻
疹疫調、接觸者追蹤管理及群聚事件處理原

則」
，於健康監測期間內，每日至少早晚各量
體溫 1 次，並詳實記錄體溫、活動史及是否
出現疑似症狀，且將監測結果每日回報服務
單位負責人員，彙整回復本局。接觸者經評
估後於健康監測期間仍維持出勤者，一旦出
現發燒或出疹等疑似症狀時，應立刻通知負
責人員並停止上班。
有關麻疹防治相關指引與文件，請參閱疾病
管 制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cdc.gov.tw)傳染病與防疫專
題/傳染病介紹/麻疹項下資訊。

【修訂麻疹防治工作手冊】
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修訂「麻
疹防治工作手冊」
，請各院所所屬醫護人員依
循辦理，說明如下：
麻疹傳染力極強，亟需掌握防治時效，以免
疫情擴散，惟曾經接種疫苗而感染麻疹的病
人症狀較不典型，且其急性期常有「IgM 抗
體陰性，IgG 抗體陽性」的表現，故不能單
以症狀或抗體檢測結果判定是否為麻疹病
例，須進行病原體檢測方能確認，切勿僅以
IgM 抗體陰性檢測報告即排除麻疹感染，影
響後續防治工作。
疾病管制署已修訂旨揭工作手冊，加強說明
檢體採檢及抗體檢測結果之意義，請轉知提
醒貴單位臨床醫師，如懷疑病人感染麻疹，
應儘速隔離病患、通報衛生單位並執行院內
感染管制措施，同時採集血液(全血)、尿液
及鼻咽等三項檢體，儘速進行抗體檢測、PCR
及病毒分離，以完備實驗室診斷。
本市醫療院所或實驗室目前並不具備可判定
麻疹感染或排除之傳染病認可檢驗機構資
格，所有通報疑似麻疹個案或接觸者之檢體
均須送至疾病管制署昆陽實驗室方可判定。
如欲縮短取得完整檢測結果所需時間，建議
可向疾病管制署申請成為傳染病認可檢驗機
構，相關規定請參閱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申請／傳染
病認可檢驗機構／傳染病認可檢驗機構作業
點項下資訊。
修訂後「麻疹防治工作手冊」請參閱疾病管
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
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麻疹／重
要指引及教材／麻疹防治工作手冊項下資
訊。

【確實提供傳染病通報個案相
關資料以利後續防治工作】
衛生局函轉知各院所所屬人員確實提供傳染
病通報個案之基本聯絡資料及相關檢驗結
果，以利後續防治工作，說明如下：
鑒於登革熱進入流行高峰期且通報案件增
加，部分醫院通報疑似傳染病個案時，由於
未更新個案聯繫電話及居住地等資料或上傳
資料錯誤、未鍵入快篩試劑檢驗結果等情
形，導致本局後續執行疫調及追蹤個案困
難，增加社區疫情擴散之風險。
為利傳染病通報個案後續防治工作，請貴院
加強就診病患 TOCC 問診(旅遊史、職業史、
接觸史及群聚史)，審慎評估該項疾病之通報
條件及協助告知被通報個案將由衛生單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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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並應確實更新個案現居地址、聯繫電話
等基本資料及將相關快篩或實驗室檢驗結果
登錄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
衛生局鼓勵各醫院及兒科、家醫科、耳鼻喉
科、內科診所提供登革熱 NS1 快篩服務，如
有意願參加者請填寫附件「臺中市登革熱快
篩試劑醫療院所申請表」後逕送衛生局或各
區衛生所，衛生局將提供公費快篩試劑、紅
布條及 1000 元等值獎勵禮券。

【醫療用途之車載型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相關規定】
衛生局轉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審查醫療
(事)機構轉入醫療用途之車載型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將依衛生福利部建議，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於申請案增審地方衛生主管機
關同意設置函，以避免紛爭。

【公版無障礙輔助溝通之相關
資源供診所參考】
衛生局轉知有關轄內醫院可提供診所運用公
版無障礙輔助溝通之相關資源案，說明如下：
為因應國內高齡人口快速增加，保障長者就
醫需求，提供友善醫療環境，本局調查轄內
醫院有設計針對視、聽障者或新住民就醫輔
助溝通的軟體、影片、表單、藥袋或貼紙等
公版資源，共計 8 家醫院。有需求之會員，
可逕洽醫院請其提供運用。

全聯會轉知
【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管理
方案(108年3月6日版)增訂虛擬
醫令R008】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門
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管理方案(108 年 3 月 6
日版)」增訂虛擬醫令 R008，以作為將明確
申報錯誤資料的案件，於處方時不列入重複
用藥案件適用，並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說明如下：
偶有因部分健保特約藥局申報錯誤（例如重
複申報 2 筆相同案件）
，致後續院所開立處方
時產生疑慮，為避免類此情事發生，新增虛
擬代碼「R008：醫師查詢雲端或 API 系統提
示病人有重複用藥情事，經向病人確認後排
除未領藥紀錄，其餘藥天數小於（含）10 天
開立處方，並於病歷中詳細記載原因備
查。」
，並自費用年月 108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108/10/01起門診特定藥品
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將擴
大至全藥品類別】
全聯會轉知衛福部健保署「門診特定藥品重
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將自 108 年 10 月 1 日

起擴大至全藥品類別，說明如下：
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8 年 6 月
25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714 號函說明，旨
揭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自 108 年 10 月 1 日
起，採全部口服藥品類別（降血糖藥品含針
劑）
，該署調整內容及配套措施。全聯會彙整
相關意見，於 108 年 7 月 22 日函復表達反對
該署擬於 10 月 1 日實施之調整內容，並提出
「維持原方案給藥日份 14 日（含）以上之六
十大類藥品」等四項建議。
該署於 108 年 8 月 7 日函復說明略以：
(一)對於因病程變化，藥物不適等副作用，
病人需短期內再度就診調整劑量或改變
用藥部分，院所可申報虛擬代碼
「R003」
，該案件不列入重複案件計算。
(二)對於偏鄉地區醫療不便及病人就醫習性
部分，院所可申報特定治療項目代碼「HI
（經保險人認定確有一次領取該處方箋
總用藥量必要之特殊病人）
」或虛擬代碼
「R004」
，該類案件亦不列入重複案件計
算。
(三)有關重複用藥核扣對象部分，方案旨為
請醫師處方當下，善盡民眾用藥把關之
責，避免藥品重複開立之情形，且依藥
師法規定藥師須依醫師處方調劑，無法
調整醫師用藥，然為使社區藥局落實病
人用藥安全管理，中央健保署規劃按季
提供社區藥局重複用藥異常報表，以供
其自我管理，並監控改善情形，確保民
眾用藥安全。
另檢附全聯會彙整截至 108 年 8 月 7 日止，
旨揭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主動不計重複用
藥情形、排除案件及各項虛擬代碼適用情況
(詳附件 3.)。

【為維護民眾就醫權益及避免
醫療負擔健保署重申應優先開
立健保給付品項】
全聯會轉知健保署因接獲民眾及醫療院所詢
問口服抗疱疹病毒劑之療效及健保給付疑
義，重申應優先開立健保給付品項一案，說
明如下：
全聯會業於 108 年 7 月 12 日以全醫聯字第
1080000861 號函轉知相關口服抗疱疹病毒劑
健保給付之藥品品項（已放置公會網站）
，及
應優先開立健保已給付之品項在案。
該署表示邇來仍有民眾來文表示醫師建議自
費抗疱疹病毒療效較好，及部分醫療院所來
電詢問 acyclovir 之健保給付規定。
為維護民眾就醫權益及避免醫療負擔，確診
為帶狀疱疹及單純疱疹之病患，應優先開立
健保已給付之品項，請各會員知悉。

【踴躍參加全民健康保險鼓勵
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
醫資訊方案】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請
協助宣導鼓勵會員參加 108 年「全民健康保
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
方案」
，本方案無須提報績效指標即可補助固
接網路及行動網路月租費，並可提升網路頻
寬，讓健保雲端服務可穩定快速的提供使
用，敬請各院所踴躍參加。

【衛福部修訂電子病歷交換欄
位與格式之標準規範】
全聯會轉知衛福部修訂電子病歷交換欄位與
格式之標準規範，說明如下：
本(108)年度電子病歷交換欄位與格式之標
準規範修訂如下：
(一)新增類別：手術紀錄、病理報告。
(二)修訂類別：醫療影像及報告、門診病歷、
出院病摘。
(三)廢止類別：門診用藥紀錄。
前述增修與廢止表單自即日起公告實施，歡
迎至該部電子病歷推動專區(最新消息或標
準文件)下載(https://emr.mohw.gov.tw/)
如有電子病歷標準相關疑問，歡迎電洽
(02)2741-0031。
另「電子病歷交換中心(EEC)」配合新交換之
時程將另行公告(含新版 API 及相關配合事
項)於 EEC 網站(https://eec.mohw.gov.tw/)
EEC 之相關疑問，請洽 02-8751-4567#300。

【請多利用衛福部爭審會建置
之醫療費用爭議案件系統】
衛福部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以下稱本
部爭審會)建置之「醫療費用爭議案件系
統」
，方便、省時、省工、環保，還有多項加
值功能，請會員知悉並轉請所屬醫事服務機
構多加利用，說明如下(節錄部分內容)：
衛福部已修正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
法第 21 條條文，增訂第 3 項，明定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就醫療費用案件申請審議，經由上
揭系統以電子文件形式傳送案件明細及其所
載相關文件、資料，免另備紙本及實體資料，
爰透過旨揭系統申請爭議審議及傳輸案件資
料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將不需再檢送紙本
及實體資料，可大幅減少申請爭議審議之行
政成本，請各院所多加利用上揭系統，以線
上申請爭議審議。
上揭「醫療費用爭議案件系統」宣導單張及
帳號申請說明置於衛福部爭審會官網/最新
訊息 (https://dep.mohw.gov.tw/NHIDSB/
cp-1595-47578-117.html)，歡迎自行擷取使
用。

用藥相關規定
※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有關含(1)
Fingolimod成分藥品」
，上揭資料可至本署
網站(http://www.fda.gov.tw)「首頁」>
「業務專區」>「藥品」>「藥品上市後監
控/藥害救濟」> 「藥品安全資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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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
(1)108 年 8 月 8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954
號公告副本，公告修正特殊材料「人工電
子耳」給付規定分類碼(H301-1)。
(2)108 年 8 月 12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918
號公告副本，公告修訂含 eculizumab 成
分藥品(如 Soliris)之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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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8 年 8 月 13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60222
號公告副本，公告暫予支付含 venetoclax
成
分
藥
品
Veneclexta
Film-CoatedTablets 10mg、50mg、100mg
共 3 品項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4)108 年 8 月 14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60226
號公告副本，公告修正既有功能類別特材
「"索邏格"心伴第二型左心室輔助系統」
等 3 項之支付標準。
(5)108 年 8 月 14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963
號公告副本，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
捷邁"鉭金屬脛骨及股骨錐狀墊片
(Cone)」共 2 項暨其給付規定。。
(6)108 年 8 月 6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925
號 公 告 副 本 ， 公 告 異 動 Imbruvica
Capsules 共 1 品項之支付價暨修訂含
ibrutinib 成分藥品之給付規定。
(7)108 年 8 月 6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10920
號函，有關新喜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Eacoug
Tablets
20mg
"N.C.P."(Eprazinone Hc1)(衛署藥製字
第 026280 號)(批號:GF1081)藥品經主管
機關認定係屬第二級危害回收。
(8)108 年 8 月 7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934
號公告副本，公告修正既有功能類別特材
「雙腔心律調節器-具有速率調整功能
(DDDR)」共 27 項之支付標準。
(9)108 年 8 月 7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60023
號函，有關保險給付之特殊材料醫療器材
許可證有效期限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前屆
滿，且經廠商回復不展延及自請註銷許可
證者，健保署將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取
消給付(共計 51 項)。
(10)108 年 8 月 15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948
號公告副本，公告專利權期滿日於每年
第二季之第二大類藥品支付價格調整事
宜。
(11)108 年 8 月 15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60650
號公告副本，公告修訂含 crizotinib 成
分藥品(如 Xalkori)之藥品給付規定。
(12)108 年 8 月 15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60385
號公告副本，公告暫予支付含
emtricitabine/
tenofovir
alafenamide/rilpivirine 成 分 藥 品
Odefsey Film-coated Tablets 共 1 品
項。
(13)108 年 8 月 20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891
號公告副本，公告修訂含 everolimus
5mg 及 10mg 成分 (如 Afinitor 5mg 及
10mg)之藥品給付規定。
(14)108 年 8 月 22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6034
號公告副本，公告修訂罕見疾病藥品含
Levocarnitine
、
Sodiumphenylbutyrate 、 Citrulline
malate 、 LArginine 、 Sapropterin
dihydrochloride(TetrahydroBiopterin,BH4) 等 5 種成分之給付規
定。
(15)108 年 8 月 23 日 健 保 審 字 第
1080035958A 號函，有關已給付特殊材
料「"彼娜波"彼娜波系統(再灌流導管
5MAXACE)」
、
「"彼娜波"彼娜波系統(再灌
流導管 3MAX 或 4MAX)」及「"彼娜波"彼
娜波系統(抽吸管+儲液灌套組)」類別品
項共 6 巷之健保支付點數調整案如附

件，並自 108 年 10 月 1 日生效。
(16)108 年 8 月 26 日 健 保 審 字 第
1080036017B 號函，有關健保用藥品項
Vectibix solution for infusion(健保
代碼：KC00941221)之價格異動情形，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調整支付價格為每瓶
10,473 元。
(17)108 年 8 月 26 日 健 保 審 字 第
1080036019B 號 函 ， 健 保 用 藥 品 項
Xeljanz Film-Coated Tablets 5mg 及
Xeljanz XREtxtended Release Tablets
11mg( 健 保 代 碼 為 BC26219100 、
BC27000100)之價格異動情形，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調整支付價格分別為每粒
438 元及 87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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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回收藥品/變更/註銷許可證之藥廠為：
(1)有關政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舒安比
靜脈乾粉注射劑 750 毫克、1500 毫克、
3000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52553 號)」
、
「去痛炎 肌肉注射液（衛署藥製字第
023467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
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有關衛肯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天良" 諾克治痛感冒液(衛署藥製字第
011311 號)」、「得爽錠(衛署藥製字第
003534 號)」經核准變更包裝、標仿單鋁
箔外盒、成品檢驗規格及方法。
(3)有關安力圻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居
禮"亞士都命錠 500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20557 號)」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
更，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4)有關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易憂
安膜衣錠 1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48996
號)」
、
「易憂安膜衣錠 2 毫克」(衛署藥製
字第 048392 號)、
「易憂安膜衣錠 3 毫克
(衛署藥製字第 049073 號)」
、
「瑞敏利錠
10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49755 號)」
、
「瑞
敏利錠 5 毫克(衛部藥製字第 059022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回收
驗章。
(5)有關綠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產品「可而爽
明點眼液（衛署藥製字第 004166 號）
」許
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回收。
(6)有關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
廠持有之「欣脂替膜衣錠 20 毫克（衛署
藥製字第 047907 號）
」
、新豐工廠產品「黴
癒噴劑 10 毫克/公克（衛署藥製字第
049702 號）
」
、
「欣脂替膜衣錠 40 毫克（衛
署藥製字第 056806 號）
」經核准變更仿單
許可證，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7)有關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生達"普利胃片(內衛藥製字第 000862

號)」許可證，經核准賦包裝、類別、仿
單、標籤、外盒、膠箔變更，
「煩清持續
性藥效膠囊75毫克
（衛署藥製字第047644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
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8)有關三寶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之「愛補膠囊（衛署藥製字第 035297 號）
」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業者
回收驗章。
(9)有關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安骨本濃縮注射液 4 毫克/ 5 毫升(衛
署藥製字第 055295 號)」
、
「康立定膠囊
100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51524 號)」
許可
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業者回收
驗章。
(10)公告註銷「“黃氏”感冒安糖漿（衛署
藥製字第 011011 號）
」等 19 件藥品許可
證，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1)有關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持有之「萬應
明眼眼藥水（衛署藥製字第 057954 號）
」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業
者回收驗章。
(12)有關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杏輝 " 鹿茸荷爾蒙膠囊（衛署藥製
字第 033518 號）
」
、
「"杏輝"黴可舒乳膏
1％，(衛署藥製字第 044012 號)」許可
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業者回
收驗章。
(13)有關華琳實業有限公司持有之「“華
琳”抗癲癇錠(內衛藥製字第 004717
號)」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
合業者回收驗章。
(14)有關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皇佳"痛立惠膠囊（每非那）
（衛署藥
製字第 020069 號）
」
、
「"皇佳" 保康膜衣
錠（匹培咪迪）
（衛署藥製字第 024615
號）
」許可證，經核准變更，請配合業者
回收驗章。
(15)有關五洲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五洲"妥美亭膜衣錠(衛署藥製字第
057779 號)」許可證，經核准變更，請
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6)有關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產
品「樂息喘膜衣錠 10 毫克(衛部藥製字
第 058340 號)」經核准變更仿單、
「樂息
喘咀嚼錠 5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57905
號)」
、
「愛平諾膜衣錠 100 毫克(衛署藥
製字第 041497 號)」經核准變更成品檢
驗規格方法依藥典、賦形劑及仿單，經
核准變更，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7)有關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速壓紓注射液 1 毫克/毫升(衛部藥製
字第 060161 號)」許可證，經核准變更，
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8)有關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產品
「達梭黴素凍晶注射劑（衛署藥製字第
039694 號）
」經核准變更仿單，經核准
變更，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9) 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濟時"康得淨乳
膏（克氯黴唑）(衛署藥製字第 023713
號)」藥品許可證、
「"濟時"倍得寧膠囊
（匹培咪迪）（衛署藥製字第 023166
號）
」等 5 件藥品許可證，經核准變更，
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0)有關安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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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星" 去氫羥化腎上腺皮質素錠（衛署
藥製字第 004475 號）
」許可證，經核准
變更，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1)有關黃氏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黃氏"泌得悠錠（衛署藥製字第 014088
號）
」許可證、
「"黃氏"疱寧乳膏 50 公絲
/公克（艾賽可威）（衛署藥製字第
035035 號）
」
、，經核准變更，請配合業
者回收驗章。
(22) 公告註銷「扶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星兒冰枕(未滅菌)」
（衛署醫器製
壹字第 001190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經
核准變更，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3)有關明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明德"剋癬乳膏(衛署藥製字第 038293
號)」許可證、
「"明德" 欣保潤乳膏(衛
署藥製字第 033967 號)」經核准變更仿
單、標籤、外盒、鋁管、適應症、用法
用量，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4)有關仙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仙台"優髮麗洗髮精 2%（衛署藥製字
第 059187 號）
」許可證，經核准變更，
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5)有關
「悠利膚軟膏
（衛署藥製字第 030509
號）
」
（全批號）
、
「"新喜" 抑咳錠 20 毫
克
（伊普拉辛隆）
（衛署藥製字第 026280
號）
」
（批號：GF1081）之藥品回收案，
請配合業者下架回收。
(26)公告註銷芮弗士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之「"
伊凱爾" 外科手術用照相機及其附件
(未滅菌)」
（衛部醫器輸壹字第 016722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
(27)公告註銷晉億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持有之
「“晉億”動力式熱敷墊 (未滅菌)」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 005540 號）醫療器
材許可證，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8) 新喜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比
碘藥水（衛署藥製字第 012961 號）
」許
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業者
回收驗章。
(29) 有關成大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法
樂奇漱口水」(衛署成製字第 016214
號)」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
合業者回收驗章。
(30) 有關永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胃得
健錠 400 公絲(希每得定)（衛署藥製字
第 038088 號）
」
（批號：WGT41612）及「"
永吉"助胃康錠（衛署藥製字第 003773
號）
」
（批號：SWT-1702~1709，共 8 批）
，
請配合業者回收。
(31) 有關意欣國際有限公司持有之「盼寧舒
膜衣錠(衛署藥製字第 052432 號)」藥
品，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業者回
收驗章。

上網下載
※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訂定「醫事憑證管
理中心醫事人員行動憑證管理服務窗口作
業要點」
，醫事機構如有申辦醫事人員行動
憑證需求，可向衛生福利部醫事憑證管理
中心申請並依上揭要點辦理（已放置公會
網站）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急性病毒性B型肝
炎防治工作手冊」業完成修訂，請協助宣
導院內工作人員及所屬會員週知，據以執
行防治工作，上揭工作手冊已置於該署「全
球資訊網（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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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病毒性B型肝炎/重要指引及
教材」項下，請逕行下載運用。
※轉知衛生福利部發布修正「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
項目，並 108 年 9 月 1 日生效，本次修正
主要依據 108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
費用總額西醫基層部門協定結果，以 108
年「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增加之預
算用於調整本支付標準點數；以及 108 年
新醫療科技預算，新增四項西醫診療項
目。其增修訂重點如下：(節錄部分)
一、西醫基層總額以 108 年「醫療服務成
本指數改變率」增加之預算，調整支
付點數：
(一)調升西醫基層院所每位醫師每日門診
量三十人次以下部分之門診診察費
(第二部第一章基本診療)
1.一般門診診察費(含山地離島地
區)：每日門診量在三十人次以下部
分，皆調升六點，並配合拆分相關
項目，刪除原編號六項、增列新編
號十二項。
2.精神科門診診察費：每日門診量在
三十人次以下部分，皆調升六點，
並配合拆分相關項目，刪除原編號
四項、增列新編號八項。
3.配合前述修正，更新附表 2.1.3 至
附表 2.1.6。
(二)調升基層院所之「淺部創傷處理」(編
號 48001C~48003C)及「手術、創傷處
置及換藥」(編號 48011C~48013C)六項
診療項目之支付點數，與醫院部門相
同(第二部第二章第六節治療處置)。
詳細修正公告內容請上網查詢(已放置公
會網站)。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修訂之「長期照護
醫師意見書」格式(已放置公會網站)。
※全聯會轉知健保用藥品項之異動情形，說
明如下：
本案藥品之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明細
表，亦置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www.nhi.gov.tw)/藥材專區/藥品/健保
用藥品項，可自行下載。
本案藥品為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依據「必要藥品短缺通報登錄
及專案核准製造輸入辦法」向衛生福利部
申請專案進口衛部藥輸字第026972號「賀
肝樂膜衣錠」之英文包裝產品。
為避免C型肝炎患者治療中斷，故暫予將本
案藥品納入健保支付，自108年9月1日收
載，於109年9月1日停止收載，其健保代碼
為X000183100，該品項不另核價，供藥商
及醫療院所進行藥品市場實際交易價格調
查申報作業使用，醫療院所申報醫療費用
時，則以現行HCVDAA0005、HCVDAA0006、
HCVDAA0007、HCVDAA0008、HCVDAA0009治
療組合代碼申報藥品費用(支付價格為每
日藥費，依處方日數申報藥費)，相關訊息
請上網查詢。

品項清單（108年度第2季）
，本清單與相關
資料將陸續建置於該局網頁「專業服務->
醫事管理->安全針具專區」
。

第25 屆第29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2019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12:30
地 點：第二會議室(七樓)
出席者：王博正副理事長等 18 名。
列席者：巫永德顧問、蔡文仁顧問、羅倫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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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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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經費
收支。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案由：推薦莊宏達醫師為全聯會台灣醫
療典範獎-基層醫師候選人，請
追認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三、案由：本會舉辦歲末「2019 年音樂饗宴」
節目內容請確認案。
決議：
(1)照案通過並轉知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2)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 B2 長榮廳。
演出團體：南投民和國中-濁岸合唱團
提案單位：理事會
四、案由：第 26 屆會員代表選舉是否依往
例贈送紀念品，請議決案。
決議：票選通過贈送紙盒包裝旋轉金屬
隨身碟 32G－含醫師公會字樣雷
雕（3000 份/每份新臺幣 143
元)。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五、案由：擬修正本會全國性各類球賽代表
隊補助辦法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六、案由：臺中榮總籃球社函請本會主辦並
由其與中國醫藥大學籃球隊承
辦之「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
盃籃球賽」並予以贊助經費，請
討論案。
決議：贊助經費新臺幣貳萬元整。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七、案由：本月份入會會員審核案。
決議：照案通過，現有會員 4,126 名。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 時 53 分。。

※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更新安全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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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明細：
1.學術活動消息
2.2020 年演講會問卷
3.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
管理方案（僅寄基層醫師）
4.8 月科管理各科決議事項
（僅寄基層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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