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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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乳癌的腋下前哨淋巴結手術
(2)全身性紅斑狼瘡之最新診療
(3)Current treatment of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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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前往其他醫療機構執行業務之
時數限制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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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衛生局轉知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
院所執行另類療法疑涉違反醫療法
及醫師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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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請協助開立母體診斷證明書以利辦
理死胎火化
修正驗光人員法施行細則第六條條
文及其他二則公告
全聯會轉知
立法院三讀通過醫療法第82 條修正案

2 月 25 日（13:30-17:00）

P5

用藥相關規定

本會訂於2 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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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澄清綜合醫院一
般外科方俊慧主任主講：
「乳癌的腋下前哨淋
巴結手術」
。
第⑵場（14:30-15:30）聘請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內科部風濕免疫中心陳得源副院長主
講：
「全身性紅斑狼瘡之最新診療」
。
第⑶場（15:30-17:00）由嬌生股份有限公司
聘請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風濕免
疫科霍安平主任主講：
「Current treatment
of Sp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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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學學會學分申請中）
。

勞動基準法新修法令說明會
107 年 1 月 1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基法部分
條文修正案，本市勞工局舉辦新法令說明
會，請踴躍報名參加。
報名：多場次課程，日期、時間、地點請至
本會網站連結或逕至勞工局網站
（ http://www.labor.taichung.gov.
tw）點選報名。
如有勞動權益問題可至「Google Play Store」
或「Apple Store」下載勞工局「勞動權益通
APP」或至該局網站首頁左欄底部掃描「QR
Code」連結下載，亦可至該局網站連結首頁
左欄新修勞動基準法專區，或撥打
04-22289111 分機 35200、1999 專線，或至
台中市政府新市政服務櫃檯諮詢。

上網下載/查詢
理監事會紀錄
本次寄發相關附件明細

P6

3/29 前報名「分區聯誼會」
為延續往年基層會員與公會理監事、各層級
醫院間之互動與聯繫，107 年分區醫師聯誼
會由秘書處籌劃，依行政區劃分為 3 場次分
別舉辦(區別場次、時間、地點請參閱附件
2.)，並請於 3 月 29 日前報名。

4/15 桌球賽請報名
活動：107 年度桌球錦標賽
主辦：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
日期：4 月 15 日（日）09:00
地點：何安桌球場（臺中市西屯區四川路 126
號 3 樓）
比賽項目、方式及參加資格(如附件 3.)，欲
參加者請務必於 3/15 前將報名表傳真至
04-23202083，或來電☎04-23202009 向張惠
婷小姐報名。

5/6 春季一日遊請報名
活動：107 年春季一日遊
(北埔竹南文化一日遊)
主辦：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
日期：5 月 6 日（日）
行程：臺中～新竹北埔老街(導覽)～北埔麥
客田園～苗栗國泰玻璃(導覽+ 拼貼
DIY)～天仁茶文化館(導覽+揉茶體驗)
～臺中。
報名：即日起至 3/29 前（限六輛遊覽車）額
滿為止，請洽本會 23202009 黃鈴婷小
姐，詳細活動內容、費用及繳費方式
請參閱附件 4.。

澎湖二日遊問卷調查
今(107)年秋季二日遊訂於 10 月 20 日、21
日將安排澎湖行程，擬先調查會員參加意
願，有意參加者請於 4/25 前填妥附件 5.資
料回傳，以利旅行社機票取得及後續行程安
排，謝謝！

揪大家來當花博衛生志工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是今(107)年
中台灣一大盛會，有后里森林園區、后里馬
場園區、外埔永豐園區、豐原葫蘆墩園區等
4 大展區。
為表達醫界對花博的熱情與支持，本會理監
事決議共襄盛舉，廣邀會員踴躍投入花博衛
生志工行列並請廣為向民眾宣傳，共同見證
花博美好印記（志工招募說明相關資料已放
置本會網站，海報歡迎會員自行下載張貼）
。
◎花博展期：107.9.1-108.4.24
試營運期：107.9.1-107.10.28
正式營運：107.11.3-10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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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對象：
(1)衛生志工：年滿 16 歲不需醫護背景；展
區協勤、哺集乳室及醫療中心
物資整理、無菸花博走動宣
導。
(2)救護志工：具備醫護或 EMT 1 資格；協助
展區緊急救護。
◎報名方式：
(1)團體報名：填妥報名表格，由團隊隊長彙
整及網路報名。
(2)個人報名：網路報名，請至「花博志工整
合服務平臺」/最新公告/志工
招募/「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
覽會」衛生組志工招募/招募
資訊，進行個人報名資料登
錄。
◎衛生局窗口04-25265394 分機3771 李先生。

1.為使醫師迅速了解如何上傳，已製作簡
要說明文件，請憑證登入至健保 VPN/左
側「院所資料交換」/院所交換檔案下載
/下載備註：
「如何上傳檢驗(查)結果」
。
2.詳細說明文件，至健保署全球資訊網/首
頁/醫事服務機構/醫療費用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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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您可逕洽您的資訊廠商協助您上傳。
◎如調閱影像或上傳檢驗(查)結果有任何
問題可找誰?
1.西醫基層窗口游小姐 22583988#6871
或 E-mail：d110444@nhi.gov.tw。
2.健保署對外資訊技術諮詢專線電話
(07)2318122 或 E-mail：
ic_service@nhi.gov.tw。
註：健保署提供「如何調閱醫療影像資料」
已放置公會網站，請自行下載參考。

健保署將持續加強查核
不實申報健保醫療費用
基層醫師可調閱各大醫院的
CT、MRI、大腸鏡、內視鏡、
超音波及 X 光片等影像資訊
請院所多加利用
健保署已完成可調閱各院所的 CT、MRI、大
腸鏡、內視鏡、超音波及 X 光片等影像資訊，
請基層院所醫師多加利用!
自 107 年 2 月起基層醫師於健保醫療雲端查
詢系統，除了可以調閱各大醫院為病患所做
的「CT、MRI、齒顎全景 X 光」影像外，還可
調閱「大腸鏡、內視鏡、超音波及 X 光片」
等影像資訊囉!
請醫師多加利用以協助您診斷，規劃病人後
續照護，讓民眾信任「社區好醫院，厝邊好
醫師」
，開啟健保分級醫療新紀元。同時，亦
鼓勵您將院所內的檢驗(查)結果及影像上傳
至健保署 VPN，已達到健保醫療資訊的「互
享機制」!
◎何處可查詢影像資訊？
民眾就醫時，診間醫師連結健保醫療資訊
雲端查詢系統，點選「檢驗檢查結果」頁
籤最右側「院所影像查詢」欄位，欄位值
中如出現 CT、MRI、腹部超音波等字串，點
選本欄位後即自動開啟影像調閱。
◎如何開啟影像及操作？
為使醫師了解如何操作，已製作簡要操作
說明文件，請憑證登入至健保 VPN/左側
「院
所資料交換」/院所交換檔案下載 /下載備
註：
「如何調閱醫療影像查詢資訊」
。
◎院所電腦環境設備需求？
醫師診間調閱電腦 IE 瀏覽器如為 IE7、
IE8、IE9 版本，需另外安裝元件，請洽資
訊廠商協助設定，或至健保 VPN/左側「常
用服務」/下載專區/服務項目：
「健保醫療
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
詢系統影像調閱元件(IE9 以下使用)，自
行下載安裝。
◎我想配合執行檢驗(查)結果上傳，應如何
執行上傳？

衛福部健保署重申對於醫療機構涉不實申報
健保醫療費用，將持續加強查核，特此呼籲
會員務必恪守相關法令之規定，勿有類此違
規行為，相關資料如附件6.。

公告修正-臺中市醫療機構醫
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
衛生局轉知公告修正「臺中市醫療機構醫療
費用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如附件 7.)，
並自 107 年 1 月 17 日起生效，本次修正上揭
原則第二點及相關附件，修正內容及修正總
說明，請至「本局網站／機關業務／消費指
南」項下自行下載。

醫師前往其他醫療機構
執行業務之時數限制疑義
衛生局轉知有關醫師前往其他醫療機構執行
業務之時數限制疑義一案，請各位會員依循
辦理，說明如下：
依衛生福利部(前行政院衛生署)96 年 2 月 9
日衛署醫字第 0960222467 號函略以：「支援
醫師人數不得超過被支援診所醫師人數之 2
倍，支援時段不得超過被支援診所總服務時
段之 40%」，依該函主旨係對醫院醫師支援
診所關於醫師法第 8 條之 2 所稱「經事先報
准者」之限制，先予敘明。
次依衛生福利部 103 年 6 月 11 日衛部醫字第
1031663846 號函略以：「地方衛生局受理轄
內醫療機構醫師至他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
務，除應權衡申請人執業機構之人力配置、
業務執行，支援者每週全部工作時數之適當
性及支援期間是否過長、如長期跨行政區提
供醫療服務對於執業地醫療資源是否造成影
響等因素外，對於原執業醫院是否有因醫師
及醫事人員長期或大量支援其他醫療機構，
導致不符前揭規定之情事，亦應審視考
量。」。
承上，醫院與醫院間或診所與診所間，醫師
依醫師法第 8-2 條規定申請至其他醫療機構

執行業務，其人數及時數雖不受衛署醫字第
0960222467 號函之限制，惟依衛部醫字第
1031663846 號函「醫療機構醫師至他醫療機
構執行醫療業務...」意旨，仍得權衡該函說
明等因素辦理。

新增特約廠商-豐屹巴士
小客車租賃(股有)公司
本會新增特約廠商資料如下：
公司名稱：駿成小客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合約期限：107 年 2/1 至 108 年 1/31 止。
使用車輛：福斯大Ｔ5 保姆車、福斯Ｔ6 九人
座休旅車及專業合格駕駛。
公司聯絡人：04-35018889
王綏台副總經理 0931-420758
該公司提供本會特優惠機場接送、清泉崗機
場、烏日高鐵站接駁等租車服務並保障每一
位乘客 500 萬乘車險。
費用及訂車作業等相關資料已放置公會網
站，供會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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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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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 月份)節錄供參，並
請各院所注意以免受罰：
◎摘要節錄
院
所
違
規
事
證

1.未依處方箋、病歷或其他紀錄之記載
提供醫事服務，及未經醫師診斷逕行
提供醫事服務。
2.有容留非具醫事人員資格，執行醫師
以外醫事人員之業務。
3.未依病歷記載提供醫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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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管辦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未依處方箋或病歷記載提供醫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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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2.特管辦法第 37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未依處方箋或病歷記載提供醫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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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款規定，
未依處方箋或病歷記載提供醫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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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給付醫療費用 1,312 元；併扣減 10
倍醫療費用 13,120 元。

處
分

2.扣減醫療費用之10倍金額11,380元,
併追扣醫療費用 14,347 元。
3.不給付醫療費用 4,219 元；併扣減 10
倍醫療費用 42,190 元。

台灣兒童胸腔暨重症醫學會
臨床研究研習營及國際研討會
主辦：台灣兒童胸腔暨重症醫學會
活動：台灣兒童胸腔暨重症醫學會臨床研究
研習營及第七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日期：4 月 14 日－研習營(免費)
4 月 15 日－年會(需收費)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 1F 0112 會議室
（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
報名:107 年 3 月 30 日止。
報名網址:http://www.pedipulm.org.tw/首
頁/線上報名。
學會聯絡電話：02-28735315 或 0919-450567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中區分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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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請會員妥為保
存，相關訊息將置放本會網站。

學術演講

107 年 2-3 月台灣老人急重症
醫學會學術研討會
主辦：台灣老人急重症醫學會
場次(1)：老人症候群研討會
日期：2 月 11 日
地點：臺安醫院健康管理大樓 4F 會議室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 2 段 242 號)
場次(2)：老人旅遊健康照護員訓練課程－
北區場次
日期：3 月 30-31 日
地點：雙連教會九樓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11 號）
詳細課程內容、報名方式等訊息請至該學會
(http://www.sgecm.org.tw/htm/index.asp)
下載及查詢，相關事宜請洽 02-25433555。

107 年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春季學術研討會
主辦：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活動：107 年春季學術研討會
日期： 3 月 4 日(日)09:00-17:00
地點：台南市成大醫學院成杏廳
（台南市小東路）
報名：2/9 前完成報名繳費
節目表、相關事宜請參閱該學會網站
https://www.tafm.org.tw/ehc-tafm/s/w/n
ews_news/article/a3729d5b85394acd985ec
bd8973097ab，活動聯絡人:該學會秘書處
02-2331-0774 分機 10 黃小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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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耳鼻喉科聽語室王清源主任主
講：
「眩暈治療」
。第⑵場衛生福利部臺中
醫院李孟智顧問醫師主講：
「家庭醫師與老
人長期照護」
。第⑶場由台田藥品股份有限
公司聘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內分泌新
陳代謝科楊宜瑱主任主講：
「The Role of
Early Usage of SGLT2 Inhibitors After
Metformin for patients with T2DM」
，參
加會員計 124 名。

◎◎福壽綿綿◎◎

1 月份生日會員 377 名，本會均寄精美生日
卡以表祝賀，滿 65 歲以上會員計劉玉嬌、黃
禎雄、蔡隆震、劉義昇、林國卿、廖光立、
張正二、林文雄、吳英傑、廖述達、林志明、
李茂盛、吳志中、劉平昌、馮文中、潘隆森、
徐泰彥、王道明、吳五常、林銘豊、王昌平、
林義龍、王義輝、李祖信、王有智、陳至興、
張 勳、張錫勳、蔡文仁、王守仁、龐維伍、
陳德憲、林士新、丁孟勝、何信基、蔡利光、
陳明彬、吳貴祥、許廣琳、陳建中、賴明堯、
鍾榮輝、許國邦、陳三郎、楊金平、莊英賜、
施火榮醫師等共 47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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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甜蜜◎◎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內科鄭幸弘醫師與
慈仁診所紀乃榕醫師於 106 年 11 月 19 日
舉行結婚典禮，本會致送賀儀誌慶並賀才
子佳人、關雎誌喜。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一般科馮歆醫師與
洪秉鴻先生於 1 月 15 日辦理結婚登記，本
會致送賀儀誌慶並賀鴻案相莊、良緣夙締。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泌尿科蕭惟中醫師
與李季容小姐於 1 月 13 日舉行結婚典禮，
本會致送賀儀及花籃誌慶並賀琴瑟在御、
比翼雙飛。
◎台中榮民總醫院病理科胡伃璇醫師與余震
堂醫師於 1 月 13 日舉行結婚典禮，本會致
贈賀儀誌慶並賀佳偶天成、天緣巧合。
◎台中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科劉夷生醫師公
子劉彥谷先生與張宇小姐於1 月28 日舉行
結婚典禮，本會致送花籃誌慶並賀宜爾室
家、笙磬同音。
◎台中榮民總醫院外科張家程醫師與同院麻
醉科陳姿璇醫師於 1 月 28 日舉行結婚典
禮，本會致送花籃誌慶並賀花開並蒂、琴
瑟和鳴。

恭賀新社長－周希諴醫師
本會太極空手道社於 1 月 19 日假練習地點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三街 57 號(美術館前"大
和屋日本料理”前斜方的空地)交接，恭賀周
希諴醫師擔任下屆社長!
◎固定每星期五早上
7:00-7:30(初級班)
7:30-8:00(自由練習) 練習
歡迎一同養身!

衛生局轉知
【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
為強化愛滋預防工作，並保護救護技術員不
因執行勤務而感染愛滋等血液傳染病，疾病
管制署已於「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上架「愛
滋病防治及消防員執行醫療救護時，如何保
護自己」數位學習課程，說明如下：
為提升救護技術員執勤安全，疾病管制署將
愛滋防治、標準防護措施及執行業務暴露愛
滋病毒後預防性投藥處理流程錄製成「愛滋
病防治及消防員執行醫療救護時，如何保護
自己」線上數位學習課程，提供相關人員訓
練或繼續教育課程使用。
請各院所及相關單位人員，自行於「e 等公
務 園 + 」 學 習 平 臺 （ 網 址 ：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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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踴躍學習，並可取得 2 小時之數位學習
時數，有關「數位學習課程使用說明」請逕
至衛生局網站醫療院所交流平台/疾病管制
科 下 載 ， 附 件 網 址
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若無
課程時數之認證需求，亦可至疾病管制署全
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專業
版/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感染/治療照護/愛滋病預防性投
藥/暴露後預防性投藥/數位學習課程區項
下，自行下載使用。

【院所執行另類療法疑涉違反
醫療法及醫師法相關規定】
衛生局轉知有關多起民眾反應本市醫療機構
執行非常規醫療（另類療法）疑涉違反醫療
法及醫師法等相關規定，並請公會輔導會員
恪遵法令規定，說明如下：
邇來發現有罹癌民眾尋求非常規醫療方法診
治，如幹細胞治療、廢血清除術、細胞免疫
療法、客製化血液或益生菌療法、練氣功治
病、喝電解水、藥品仿單外之用藥或處置...
等，恐延誤治療黃金時間。
查衛生福利部 106 年 7 月 25 日衛部醫字第
1061665720 號函釋示略以：依前行政院衛生
署 92 年 11 月 4 日衛署醫字第 0920202477 號
公告之「體細胞治療人體試驗申請與操作規
範」，體細胞療法係指使用取自病患同種自
體、同種異體或異種異體或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之體細胞或幹細胞，並經體外培養
後所衍生的細胞，以達到疾病治療、診斷或
預防目的之醫療技術，應由教學醫院依醫療
法第 78 條所訂程序申請核准始得為之，違者
依同法第 105 條規定論處。
次查，衛生福利部（前行政院衛生署）91 年
2 月 8 日衛署醫字第 0910014830 號函釋示：
藥品「仿單核准適應症外的使用」原則如下：
1.需基於治療疾病的需要 2.需符合醫學倫理
及臨床要理（合理使用）3.應據實告知病人
4.不得違反藥品使用當時，已知的、且具公
信力的醫學文獻 5. 用藥應盡量以單方為
主，如同時使用多種藥品，應特別注意其綜
合使用的療效、藥品交互作用或不良反應等
問題。若未依上開仿單外之使用原則治療病
患，恐涉有違醫師法第 25 條之規定。
再查，衛生福利部 106 年 5 月 8 日衛部醫字
第 1061663497A 號函釋示略為：...醫事人員
為產品代言、背書或影射，其宣傳內容未經
科學研究證實或假藉未曾發表之研究報告而
為之者，應依業務上不正當行為論處；醫師
應依醫師法第25 條第5 款業務不正當行為移
付懲戒…。
請各位會員，應依上開法令規範執行醫療業
務，以保障病患權益。

【請加強宣導民眾遵循
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因應國內流感疫情已進入流行期，請各位會
員加強宣導民眾遵循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

節，說明如下：
鑒於國內流感疫情已進入流行期，門診類流
感病例比率持續增加，請會員加強宣導就診
民眾遵循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
(1)於診所入口處及候診區等區域，透過明顯
告示(如：海報、LED 螢幕等)、廣播等方
式，提醒就醫民眾與陪病者，若具發燒或
呼吸道症狀，請佩戴口罩候診，落實手部
衛生。
(2)訂有協助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病人佩戴口
罩之措施；建議請掛號人員詢問病人是否
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若病人有發燒或呼
吸道症狀但未佩戴口罩，請主動提供。
(3)若病人無法佩戴口罩，則請病人在打噴嚏
及咳嗽時使用衛生紙遮掩口鼻，並立即將
用過的衛生紙妥善丟棄。
(4)於候診區提供酒精性乾洗手液，方便病
人與陪病者執行手部衛生。
(5)其他應注意事項，請參閱疾病管制署全球
資訊網專業版＞傳染病介紹＞感染管制
及生物安全＞醫療照護感染管制＞醫療
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醫療照護機構
季節性流感感染管制措施指引」等相關內
容。

【疾管署調整腸病毒重症
醫療網責任醫院名單】
衛生局轉知本(107)年「腸病毒重症醫療網」
責任醫院名單，說明如下：
疾管署參酌各地區醫療資源及量能，評估後
調整「腸病毒重症醫療網」責任醫院名單共
75 家；本市含括臺中榮民總醫院、中國醫藥
大學兒童醫院、童綜合醫院梧棲院區、中山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澄清綜合醫院及中港分
院、林新醫院、台中慈濟醫院、光田綜合醫
院（沙鹿院區及大甲分院）、衛生福利部豐
原醫院、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及大里仁愛醫
院等共 13 家責任醫院。
因應近期腸病毒 D68 型重症疫情上升，及腸
病毒 71 型流行風險仍在，請各院所配置足夠
兒科相關人力，並加強腸病毒重症醫療照護
程序及臨床分期處置之認知及感染管制措
施，以使重症病人能即時獲得適切醫療照
護，保障醫療品質。
春節假期將至，請各院所確保重症個案之轉
診與醫療資源調度之效率。
107 年「腸病毒重症醫療網」責任醫院名單 1
份 請 逕 至 臺 中 市 政 府 衛 生 局
（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
專業服務>傳染病防治>腸病毒專區>腸病毒
重症醫療項下查詢。

【生產事故事件通報相關事宜】
有關衛生福利部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
療品質策進會受理「生產事故事件通報」一
事，請依規辦理，說明如下：
依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22 條第1 項規定：
「為
預防及降低生產事故風險之發生，醫療機構
及助產機構應建立機構內風險事件管控與通
報機制，並針對重大生產事故事件分析根本
原因、提出改善方案，及配合中央主管機關
要求進行通報及接受查察。」；「生產事故
通報及查察辦法」第 4 條規定略以：「醫療
機構或助產機構應於生產事故事件發生後之

次月十日前，向中央主管機關通報」。
次依生產事故救濟條例第 25 條規定，醫療機
構及助產機構違反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各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
元以下罰鍰：
(1)未建立機構內風險事件管控與通報機制。
(2)未針對重大生產事故事件分析根本原
因、提出改善方案。
(3)未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要求進行通報及接
受查察。
據此，醫療機構或助產機構於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期間，若有發生生產
事故事件者，請依前開規定及「生產事故通
報作業說明」(請逕至衛生福利部「生產事故
救濟」專區下載應用)，向財團法人醫院評鑑
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通報，逾期未通報者，主
管機關將逕予裁罰。

【請協助開立母體診斷證明書
以利辦理死胎火化】
衛生局轉知為妥適處理終止妊娠 20 週以下
之死胎，本市生命禮儀管理處可依醫療院所
開立之母體診斷證明書協助辦理死胎火化但
無法撿骨事宜，說明如下：
基於尊重生命及人道精神，有關終止妊娠 20
週以下之死胎，民眾得持醫療院所開立之母
體診斷證明書至本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申請辦
理火化事宜。
另為確認死胎來源以避免爭議，請申辦人填
具切結書並檢附相關身分證件後憑辦。
請各院所協助開立診斷證明書並宣導相關醫
事人員依上開明配合辦理。

【修正驗光人員法施行細則第六
條條文及其他二則公告】
衛生局轉知「驗光人員法施行細則」第六條
修正條文如下：
驗光人員法施行細則第六條修正條文：
第六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項第一款所定驗光人員為六歲以上十五
歲以下者驗光，應於眼科醫師指導下，
依下列方式之一為之：
一、由驗光人員與眼科醫師訂定契約合
作。
二、由驗光人員參加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專業法人、團體或機構辦理之特定
課程訓練，取得完成訓練證明；發
現有特定狀況時，應出具轉介單，
至眼科醫師處檢查。
驗光人員對於六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者第
一次驗光及配鏡，應於醫師確診為非假
性近視，始得為之。
驗光人員執行業務，發現視力不能矯正
者，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轉介至
醫療機構診治時，應填具轉介單。
上揭公告事項詳載於衛生福利部全球資訊網
站（網址：http：//www.mohw.gov.tw）
，請
於「公告訊息」或「法令規章」網頁下載。
另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 月 22 日二則公告，說
明如下：
依據驗光人員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辦理。
107 年 1 月 22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0220 號
公告：公告本部委託「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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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理驗光人員為六歲以上十五歲以下者驗
光，應於眼科醫師指導之訓練課程。
107 年 1 月 22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0221 號
公告：公告驗光人員為六歲以上十五歲以下
者驗光，發現特定狀況，或執行業務發現視
力不能矯正者，應出(填)具「轉介單」之格
式，並自即日生效。
上案二則公告亦詳載於衛生福利部全球資訊
網站(網址：http：//www.mohw.gov.tw)，請
於「公告訊息」網頁下載會至衛生局首頁/
醫療院所交流平台，請逕自至上開網頁下載。

全聯會轉知
【立法院三讀通過療法
第82條修正案】
全聯會轉知立法院三讀通過《醫療法》第 82
條修正案，醫療刑責合理化，為病人的救命
權及良好醫病關係開創新里程碑，說明如下：
立法院 106 年 12 月 29 日三讀通過《醫療法》
第 82 條修正案，修正重點為，分項明確訂定
醫事人員民事責任及刑事責任之過失構成要
件及應裁量事項，並明定醫療機構之民事責
任包括機構本身系統性錯誤引起之損害賠償
及醫事人員之連帶賠償責任，對於減少防禦
性醫療，減緩急重症科別醫師人力流失，改
善醫療體系之發展與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
重大幫助及歷史性意義。
「醫療刑責合理化」在醫界前輩二十多年來
的倡議，以及全體醫界同仁的支持與努力
下，在立法院本會期獲立委諸公、衛生福利
部、專家學者等之支持，加以本會邱理事長
泰源立法委員在立法院運籌帷幄積極推動，
多次與司法院、法務部、立法院黨團協商，
取得最大共識下，獲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
為台灣醫療史開創新的里程碑。感謝所有醫
界同仁的付出，為醫療尊嚴、醫療使命盡心
盡力；未來本會將繼續努力推動調解機制的
改善，暨補償機制的合理與完善等相關配套
措施，以期充分保障民眾之醫療權益，也請
醫界同仁繼續給予支持。
另衛生局函轉公告修正醫療法第 82 條條文
如下：
第八十二條
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
療上必要之注意。
醫事人員因執行醫療業務致
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違反醫
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
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損
害賠償責任。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因過
失致病人死傷，以違反醫療上必
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
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刑事責任。
前二項注意義務之違反及臨
床專業裁量之範圍，應以該醫療
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
水準、醫療設施、工作條件及緊
急迫切等客觀情況為斷。
醫療機構因執行醫療業務致
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
限，負損害賠償責任。

用藥相關規定
※行政院公告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
部分分級及品項，並自即日生效，本次公
告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如下：
(1)增列甲基-α-啶苯己酮 (Methyl-α
-pyrrolidinohexiophenone、MPHP)
為第二級管制藥品，包括 2-Methyl-α
-pyrrolidinohexiophenone(2-MPHP) 、
3-Methylα-pyrrolidinohexiophenone
(3-MPHP)及 4-Methyl-α-pyrrolidinoh
exiophenone(4-MPHP)等三種位置異構
物。
(2)增列甲苯基甲胺戊酮(Methyl-methy
-lamino-valerophenone、Methylpentedrone、MPD)為第三級管制藥品，包
括 2-Methylpentedrone(2-MPD) 、
3-Methylpentedrone(3-MPD)及4-Methylpentedrone(4-MPD)等三種位置異構
物。
(3)增列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基胺戊酮
[1-(1,3-benzodioxol-5-yl)-2-(ethyl
amino)-1-pentanone、N-ethylpentylone、Ephylo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4)增列氯乙基卡西酮(Chloroethcathinone、CEC、Chloro-N-ethylcathinone）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包括
2-Chloroethcathinone(2-CEC)、
3-Chloroethcathinone(3-CEC)及
4-Chloroethcathinone(4-CEC)等三種
位置異構物。
自公告日起，尚有留存 MPHP、MPD、Ephylone
及 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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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該等藥品之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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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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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
(1)106 年 12 月 28 日健保審字第 1060066071
號函有關本保險給付特材品項之醫療器
材許可證有效期限將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
前屆滿，且經廠商回復不展延者（共計
59 項）
，該署將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取消
給付案，相關資料已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
/藥材專區/特殊材料/許可證效期處理/
醫療器材許可證逾期取消健保給付相關
函文及品項/106/醫療器材許可證逾期將
於 107 年 2 月 1 日取消健保給付特材品項
表。
(2)106 年 12 月 29 日 健 保 審 字 第
1060036530B 號函有關本保險收載之含
fidaxomicin 成分藥品(共 1 項)，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調整支付價為每粒 2,224
元。
(3)107 年 1 月 2 日健保審字第 1060016308
號函有關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之「氧化
鎂錠(衛署藥製字第 023521 號)(健保代

碼：A023521100)」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
案。
(4)107 年 1 月 2 日健保審字第 1060016798
號函有關「"溫士頓"好視多眼用懸浮液
0.2 公絲／公撮(衛署藥製字第 045145
號)」等 3 項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案。
(5)107 年 1 月 5 日健保審字第 1060067181
號公告修訂含 botulinum toxin type A
成分藥品(如 Botox 及 Dysport)之給付規
定。
(6)107 年 1 月 11 日健保審字第 1060036625
號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戈爾"威爾棒
周邊血管支架-含生物表面肝素塗層」等
共 3 項。
(7)107 年 1 月 12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4760
號公告修訂含 zonisamide 成分藥品(如
Zonegran)之給付規定。
(8)107 年 1 月 1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4754
號公告修訂含 montelukast 成分( 如
Singulair)之藥品給付規定。
(9)107 年 1 月 1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4762
號公告修正含 telbivudine 及 tenofovir
成分藥品之給付規定。
(10)107 年 1 月 15 日 健 保 審 字 第
1060067336B 號函有關「"瑪科隆"佳益
鈣咀嚼錠(衛署藥製字第 056784 號)」
，
藥品許可證屬無替代品項，將延長健保
給付至 107 年 10 月 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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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轉知回收藥品之藥廠為：
(1)天良生物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合
誠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製造之部分產
品。
(2)成大藥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藥品。
(3)合誠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藥品。
(4)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藥品。
本次轉知回收醫材為：
(1)利衛股份有限公司製售之部分醫療器材。
(2)台灣興百世股份有限公司製售之部分醫
療器材。
(3)華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製售之部分
醫療器材。
(4)國發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製售之部分
醫療器材。
(5)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售之部分
醫療器材。
(6)利衛股份有限公司製售之部分醫療器材。
(7)香港商麥迪康亞太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輸入之部分醫療器材。
(8)蓓莉雅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之部分醫療
器材。
(9)欣邦有限公司製售之部分醫療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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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轉知註銷許可證為：
(1)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晉安製藥股份有限
公司「"晉安"耐舒感冒液」（衛署藥製字
第 013372 號）」等 3 件藥品許可證。
(2)春杏醫療儀器有限公司持有之「“沃德
曼”光線治療器
（衛署醫器輸字第 024371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業經衛福部公告
註銷。
(3)瑪科隆股份有限公司「瑪科隆孕緻片快速
驗孕試劑系列」許可證，業經衛福部公告
註銷。
(4)上溢國際有限公司持有之「“聖達克”
整形外科手術組套及其附件(未滅菌)」許
可證，業經衛福部公告註銷。
(5)應用奈米醫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之「"凱
勒"義乳輔助遞送袋(滅菌)」許可證，業
經衛福部公告註銷。
(6)亞艷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夏譜" 整形
外科手術組套及其附件(未滅菌)」許可
證，業經衛福部公告註銷。
(7)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利肝補力
膠囊」等三件藥品許可證，業經衛福部公
告註銷。

上網下載
※全聯會轉知有關「特殊材料建議全民健康
保險收載作業手冊」上揭資料，已置於健
保署全球資訊網/藥材專區/特殊材料/特
殊材料相關法規/建議書表格下載及填表
說明，請會員自行參考及下載。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修正「輻射醫療曝露
品質保證標籤核發作業要點」
，名稱並修正
為「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籤核發作業
要點」
。上述要點請於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網站（http://www.aec.gov.tw）施政與法
規/原子能法規/法規體系/輻射防護下
載，相關資料亦將建置於衛生局首頁/醫療
院所交流平台，請逕自至上開網頁下載。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自 106 年 12 月 28
日起公開徵求「107 年度補助民間團體及
大專院校辦理愛滋病防治工作計畫」
，該訊
已息刊登全聯會網站，請逕上網查詢。
※衛生福利部修正「衛生福利部補助醫事人
員至原住民族地區開業要點」第三點、第
五點規定，相關修正要點請逕至衛生福利
部網站（https://www.mohw.gov.tw/）之
公告訊息區下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應以網路傳輸方式辦
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與許可證（文件）
之申請、變更或展延，及檢測申報之對象
與作業方式」勘誤表，相關訊息已刊登本
會網站，請逕上網查詢。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事業或污水下水
道系統廢（污）水檢測申報表」格式，相
關訊息已刊登本會網站，請逕上網查詢。
※衛福部食藥署公告修正「台灣藥品臨床試
驗資訊網」等相關事宜案，已刊登全聯會
網站，請自行上網查詢。
※衛福部健保署公告「107 年度全民健康保
險西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
案」
，107 年度上揭計畫公告本市施行地區
為大安區、新社區、石岡區及外埔區，相
關計劃資訊請逕上健保署網站
（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

asp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
50F18590&s=D21D74D1A5B1F671）下載。
※衛福部健保署公告 107 年「全民健康保險
高診次者藥事照護計畫」
，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相關訊息刊登全聯會網站。
※健保署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慢性阻塞
性肺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
，並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相關資料刊登於全聯會網
站。

第25 屆第10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1 月 26 日（五）12:30
地 點：本會會議室
出席者：呂克桓常務理事長等 20 名
列席者：巫永德顧問、羅倫檭顧問、何敏誠
顧問、劉茂彬秘書長等 18 名
指 導：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
洪美智簡任技正
主 席：陳理事長文侯
紀 錄：李妍禧
主席報告：
（略）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洪美智簡任技正與會並說
明有關 2018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徵求醫護
志工，公會將於會訊轉知有意願之會員踴躍
加入，表達對 2018 台中花博的支持與熱情。
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一、請審查本會 106 年 12 月份經費收支。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本會擬辦理「臺中市醫師公會春季旅遊
活動」一日遊行程、經費及辦理細節，
請討論案。
決議：(1)日期：107 年 5 月 6 日(星期日)。
(2)經與會理監事表決，行程採方案Ａ:
北埔老街＋麥克田園＋國泰玻璃
＋天仁茶文化館。
(3)費用：每人 2200 元，會員本人參
加全額補助，另補助 1 名眷
屬新台幣 1000 元整。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三、請研討本會舉辦 107 年度桌球錦標賽競
賽規程案。
決議：(1)日期：107 年 4 月 15 日(星期日)。
地點：何安桌球場。
(2)賽程增加女子組個人單打賽，參加
資格為：女會員及女配偶，報名至
少 4 人（含）
，取 2 名，細則交由
桌球委員會研議；餘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四、為辦理「107 年分科委員推薦作業」西
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中區分會函
請公會推派分科委員名單，請討論案。
決議：推派 107 年各科委員共 32 名，已將名
單提交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中區分會。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五、請審核本會 106 年度理事會會務報告案。
決議：(1)會議資料(會務報告)第 66 頁，增
加其他委員會-基層分科精神科
106 年 12 月 7 日會議紀錄及會議

統計次數 1 次。
(2)餘照案通過，提會員代表大會審
議。
提案單位：理事會
六、請審核本會第 25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提案。
決議：依理事會議案提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七、請審核本會第 25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員代表資格案。
決議：照案通過，會員代表名單(187 名)專
函報備主管機關。
提案單位：理事會
八、請審核本會 106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提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提案單位：理事會
九、請審核本會會員福利金收支報告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十、請審核本會政令宣導費收支報告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十一、請審核本會 106 年度入會費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十二、建請重視重複用藥安全。
決議：交由醫政保健委員會(醫院組)研議並
請基層組林恒立召集人列席與會。
提案單位：理事會
十三、本月份入會會員審核案。
決議：照案通過，現有會員 3,970 名。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4 時 25 分。

相關附件明細：
1.學術活動消息

2.分區聯誼會報名表
(僅寄基層醫師)
3.桌球報名表
4.一日遊報名表
5.澎湖二日遊問卷調查
6.健保特約機構查處統計表
(僅寄基層醫師)
7.臺中市醫療機構醫療費用
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
(僅寄診所負責醫師)
8.1 月科管理各科決議事項
(僅寄基層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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