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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受理醫療暴力案件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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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週休二日上班致增加人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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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民眾有
感度
因花蓮強震調整 107 年第 1 季門診特
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超過
改以輔導機制
未滿十四歲之保險對象就醫應繳驗文
件增列得以切結代之
診所違規態樣，各院所注意以免受罰
各單位學術活動訊息
中區分會分科紀錄
活動後報導
衛生局轉知
藥師報備支援應經該機構負責醫師同意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儲存原則
因應麻疹疫情請提高警覺並加強落實
感染管制措施
疑似麻疹個案就醫及相關接觸者標準
處置流程
請配合政策將現有 MMR 疫苗提供予優
先接種族群
提高對登革熱疑似病例通報警覺
加強宣導日本腦炎預防措施疑似病例
之通報警覺
驗光人員法所稱一般隱形眼鏡之驗光
配鏡疑義
公益彩券回饋金-臺中市弱勢族群就
醫補助計畫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空品緊急應變措施
相關資訊
全聯會轉知
醫療機構收費標準全聯會立場
限用於男性之攝護腺(前列腺)藥品之
申報規範
請確實掌握購入藥品之真偽
7/31前受理推薦報名-臺灣醫療報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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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所督導考核之感染管制項目
相關文件請至各區衛生所索取

頁面

5 月 27 日（13:30-15:30）
P1

(1) Autonomic neuropathy
(2)儲存前減除白血球血品在臨
床上的應用

P2

P2-P3
P3
P3-P4

本會訂於5 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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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臺中榮民總醫院
神經內科周政達醫師主講：
「Autonomic
neuropathy」
。
第⑵場（14:30-15:30）聘請醫療財團法人台
灣血液基金會台中捐血中心林啟靈醫師主講
：
「儲存前減除白血球血品在臨床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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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元
，停車自理本次無提供茶點，為響應環保，
請自備環保杯。
本次演講會業經家醫科、老年學醫學會同意認定
繼續教育積分。(台灣醫學會、內科、神經學學
會學分申請中）
。

107 醫事法律專業研習
P4

本會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聯合辦理「107 年
醫事法律專業研習」
（共三場次）並邀請專家
學者蒞臨講習，請踴躍報名參加，各場次日
期、時間(請參閱附件 2.)，如欲報名請於
6/30 前將報名表傳真至 04-23202083。

新版-受理醫療暴力案件通報單

P5

P6
P6-P7
P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轉知最新版該署暨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之「受理醫療暴力案件通
報單」(已放置公會網站)，請自行上公會網
站或地檢署網站下載使用，說明如下：
為因應醫療法修訂第24 條第5 項增訂中央主
管機關應建立通報機制，定期公告醫療機構
受有醫療暴力之內容及最終結果，衛生福利
部規劃以線上通報方式上傳醫療暴力個案資
料。為配合該部變更通報機制，故修改醫療
暴力通報單資料。
請逕至檢察署網站「熱門查詢區／醫療暴力
通報單」或「下載專區／書面表格及表單下
載／受理醫療暴力案件通報單」
(http://www.tcc.moj.gov.tw／mp015.htm1)
或公會網站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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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轉知有關西醫診所督導考
核之感染管制項目相關文件，說明如下：
因本年度首次將感染管制項目納入西醫診所
督導考核，為營造市民安全就醫環境，衛生
局期與本市各醫師公會、診所協會合作，協
助診所逐年提升感染管制品質。
感染管制相關建議文件共 10 張(含 4 張海報
及感染管制相關對策及流程)，已完成書面印
製，請各位會員即日起就近至所在地衛生所
索取及參考使用。

醫病溝通關懷服務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轉知為推廣基層院
所醫療爭議溝通關懷機制，提供醫療爭議處
理品質提升計畫醫病溝通關懷服務簡介宣傳
摺頁(詳附件 3.)。
目前上開機制試辦縣市包括臺中縣、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縣、高雄市、臺東縣、共
6 縣市 8 醫師公會，如遇基層診所或地區醫
院之醫療爭議案件，醫病雙方皆可向當地醫
師公會申請相關服務，期透過上揭機制弭平
爭議。各試辦縣市醫師公會溝通關懷服務窗
口資訊請參照下列網址
(http://medcare.tdrf.org.tw/medcare.ht
ml)。

106 年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
新增附註事項「週休二日上班
致增加人事費用者」適用費率
全聯會提醒財政部公告《106 年度執行業務
者費用標準》
（已放置公會網站）
，有新增附
註事項，其中附註二指配合 105 年 12 月 21
日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執行業務者 106 年
度於週休二日上班致增加人事費用者，如符
合規定，其適用之費用率為規定之費用率加
百分之一(不含全民健康保險收入部分)，說
明如下：
有關財政部發布「稽徵機關核算 106 年度執
行業務者收入標準」
、
「106 年度執行業務者
費用標準」及本會彙整申報試算範例等，本
會 107.3.13.全醫聯字第 1070000322 號函諒
達。
提醒財政部今年公布《106 年度執行業務者
費用標準》有新增附註事項，其中附註二（附
件一最後一頁）
，指為配合 105 年 12 月 21 日
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執行業務者 106 年度
於週休二日上班致增加人事費用者，如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並於辦理該年度所得稅結算

申報時，檢附聲明書及相關資料並切結屬實
供稽徵機關查核者，其適用之費用率為規定
之費用率加百分之一(不含全民健康保險收
入部分)；執行業務者應備妥受影響之相關資
料，稽徵機關必要時得調閱審查：
(一)已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
保險。
(二)給付員工薪資已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
理扣繳。
醫療院所執行業務者，如有符合上述規定者
要辦理申報，檢附財政部公告「106 年度執
行業務者受勞動基準法週休二日新制影響聲
明書」一份（已放置公會網站）
，請參酌使用。

106 年度分列項目表已產製完成
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有關 106 年度之「全民
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請醫療費用分
列項目表（以下稱分列項目表）
」業已產製完
成，說明如下：
上揭資料業請各分區業務組承辦人先行檢測
無誤在案，請配合於 107 年 4 月底前，將資
料上傳至健保署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供查詢下載，並提供媒體檔案予財政部高雄
國稅局，同時完成關檔作業。
為推動無紙化作業，自 102 年起分列項目表
即可透過下列途徑提供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1)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自行至健保資訊網服
務系統(VPN)查詢及下載(VPN/醫療費用
支付/報稅參考檔查詢下載)。
(2)分區業業務組依個別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之需要，寄發紙本文件。
106 年度分列項目表修訂內容併案說明如下：
(1)項次 13「人次(含急診人次)」
，排除同一
療程跨月申報案件、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
劑案件及排程檢查案件。
(2)該表註一第 5 點，增列文字:「項次 13 排
除同一療程跨月申報案件、慢性病連續處
方箋調劑案件及排程檢查案件」
。

全聯會提供醫師
業務責任保險(僅限醫師)
全聯會提供有關醫師業務責任保險相關資
料，說明如下(非診所綜合險)：
全聯會於 107 年 4 月 19 日與兆豐、富邦、和
泰、泰安、明台、旺旺友聯、新光、華南、
國泰世紀、南山和臺灣共 11 家產險公司，完
成簽訂「醫師業務責任保險合作推廣備忘
錄」
，正式開啟合作新頁。
全聯會與產險公會討論協商歷時 18 個月，改
善過去醫師業務責任保險諸多問題，完成定
型化契約之內容及統一投保科別分類標準、
重新精算保險費率，大幅調降基本保費、訂
定醫師業務責任保險承保及理賠標準作業程
序(SOP)。
11 家保險公司提供之醫師業務責任保險費率
參考表(已放置公會網站)，保險公司並依個
別被保險醫師之實際風險程度、承保條件或
損失經驗等因素考量，進行加、減費幅度調
整。
產險公會已責成各產險公司成立「醫師業務
責任保險」推動小組，將可受邀至各縣市醫
師公會，提供醫師業務責任保險服務之宣傳

(醫師業務責任保險相關聯繫窗口已放置公
會網站)。

參加電視談話性節目
請謹言慎行避免浮誇
全聯會函請各公會對於所屬會員參加電視談
話性節目，有違反醫學倫理之言論時，應積
極提出反應並加強對會員之宣導，說明如下：
依全聯會 107 年 3 月 22 日第 11 屆第 8 次醫
學倫理暨紀律委員會研討結論暨 107 年 4 月
22 日第 11 屆第 13 次理事會報告通過辦理。
有醫師上電視台節目，為配合提高收視效
果，談論時有誇大事實之情形發生，影響醫
界形象，爰請會員參加談話性節目，有違反
醫學倫理之言論時，應積極提出反應並加強
宣導會員應謹言慎行，避免浮誇言詞，以免
影響醫師專業形象。

提升家庭醫師整合性
照護計畫民眾有感度
為提升「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
計畫」之民眾有感度，全聯會建議如下：
「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開辦迄今近 15 年，社區醫療群群數至 106 年
底已達 526 群，參與醫師數達 5,182 名，收
案會員數約 413 萬人。雖上揭計畫根據健保
署之滿意度調查結果，抽測會員滿意度結果
均達 98 分以上(健康詢問及衛教、對會員健
康狀況的了解程度、對家庭醫師整體性)，但
經查醫改會於 2016 年表示卻僅有約 13%民眾
知道「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
爰此，為落實分級醫療讓民眾了解「家庭醫
師」計畫制度及家庭醫師責任制，建議：
(1)將醫療群以「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之概念經
營，促進良好醫病關係。
(2)對於執行中心之輔導小組，可鼓勵各分區
之醫師公會或合法基層醫療團體合作建
立，協助院所運作順利。

因花蓮強震調整 107 年第 1 季
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
管理方案-超過改以輔導機制
健保署調整「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
理方案」107 年第 1 季超過管理閾值之院所
以輔導機制進行，不進行費用核扣作業，說
明如下：
健保署評估醫療院所可能因花蓮地區強震，
造成電腦設備損壞無法即時上傳病患就醫資
訊或進行雲端藥歷查詢，致使重複領藥。另
災民可能因房舍損毀遷居其他縣市暫住，於
其他縣市院所就醫重新領藥，故重複領藥之
情況可能跨及全國各縣市。
承上，考量強震可能造成之影響，為避免影
響民眾用藥權益，上揭方案 107 年第 1 季超
過管理閾值之院所以輔導機制進行，不進行
費用核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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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十四歲之保險對象就醫
應繳驗文件增列得以切結代之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轉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
辦法」
（以下稱本辦法）發布修正後條文，本
辦法由衛生福利部於 107 年 4 月 27 日以衛部
保字第 1071260203 號令修正發布，自發布日
施行；惟第 7 條、第 10 條、第 14 條第 1 項、
第 3 項及第 23 條規定自 107 年 6 月 1 日施
行，說明如下：
本辦法第 3 條第 2 項修正，係對於未滿十四
歲之保險對象至特約醫院、診所就醫，應繳
驗之證明身分文件，增列得以切結文件代
之。有關切結文件（參考格式已放置公會網
站）
，由切結書人切結後，留存特約醫事服務
機構病歷、藥歷檔備查。
如對本案有疑義，請洽健保署中區業務組審
核貴院所醫療費用之承辦人(聯絡電話：
04-22583988 轉各醫療費用承辦人)。

診所違規態樣，各院所注意
以免受罰
全聯會函知鑒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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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每
週檢送西醫基層院所違規態樣供參，並請西
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各分會加強宣
導，瞭解健保署查核現況與介入輔導，以落
實醫界內部聯繫方式與溝通為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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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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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月份)節錄供參，
並請各院所注意以免受罰：

5/26、5/27 臺灣醫學會
春季學術演講會

◎摘要節錄
違
規

1.虛報醫療費用。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1.特管辦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
證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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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分

1.停約醫療業務 3 個月，期間自 107
年 6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8 月 31 日止。

各單位學術活動訊息

主辦：臺灣醫學會
時間：5/26(六) 13:00~17:00
5/27(日) 08:00~16:00
地點：成大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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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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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27、7/1 戒菸治療醫師訓練基礎認證課程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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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會
主題：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自殺防治：新知與精進
時間：5 月 19 日(六)13：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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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樓
4705 會議室（台中市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名額 50 名。
◎臺中榮民總醫院第二醫療大樓四樓第七
會議室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名額 60 名。
網路報名：http://www.tma.tw
該課程已申請西醫師、牙醫師、護理人員、
藥師等人員相關學分。

5/26 老人安寧緩和醫療跨團隊體
系整合照護培訓工作坊
主辦：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合辦：彰化基督教醫院
國立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場次與地點：
(1)彰化場－5 月 26 日（六）09:30-17:00
地點：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9 樓會議室
(2)台南場－7 月 1 日（日）09:30-17:00
地點：成大醫院門診大樓 3 樓 301 會議室
對象：於居家、社區、基層醫療、長照體系
服務之臨床從業人員(曾接受安寧緩
和療護訓練課程者優先)，每場次 50
人，請至該學會網站 http://www
.hospicemed.org.tw/報名。
全程出席研討會可獲得「學分」及「時數」
認證。相關事宜洽該學會 02-23225320 轉 21
吳風鈴小姐。

主辦：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時間：5 月 27 日(日)08:50-16:40
7 月 1 日(日) 08:50-16:40
地點：5/27-台大醫學院
7/1-高雄醫大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報名：全程免費，請上網 http://www.quit
-smoking.hpa.gov.tw 或 傳 真 報 名
(02-2311-5552) ，報名表請洽該會網
站下載。
全程參與並完成課前及課後測驗的西醫專科
醫師資格者或正在接受西醫專科醫師訓練者
（一般科醫師限衛生所或事業單位醫務室執
業者）
。
相關事宜洽該學會課程聯絡人 02-23310774
分機 22 常小姐、19 吳小姐。

4 月 29 日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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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設醫院內科部消化系彭成元主任主講：
「病
毒性肝炎用藥新知」
。第⑵場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婦產科沈煌彬病房主任主講：
「子宮肌
瘤治療的過去與現在」
。第⑶場由台灣諾華股
份有限公司聘請義鈜診所林義鈜院長主講：
「Benefits of optimal treatment
intensification in HTN management: 2017
TSOC/AHA/ACC Guidelines update」
，參加會
員計 132 名。

◎福壽綿綿◎◎

4 月份生日會員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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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義雄、楊武德、葛應欽、楊文卿、
吳子卿、林哲男、李昭宏、劉明俊、沈聰智、
張清榮、林昆海、李覃、劉彥山、談伯慶、
王尊彥、甘淑惠、蔡萍立、林中生、陳金水、
黃輝雄、林智廣、陳純華、許金龍、蔡順宗、
張慶三、吳善德、郭隆仁、姜洪霆、凃輝宏、
鄭玄醫師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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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中區腸病毒教育訓練課程
主辦：臺中榮民總醫院
日期：5 月 27 日(日)13:00-17:10。
地點：臺中榮民總醫院第二醫療大樓 4 樓第
七會議室。
報名：課程全程免費，限 70 名，請上網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
e/1FAIpQLSfcmzbZ8c0a7GHMtB5Ffjy2
ihvaK68pvfgzXP-be-tBPjlrKg/viewf
orm?c=0&w=1。
本訓練課程學分：臺灣兒科醫學會、臺灣感
染症醫學會(申請中)、臺灣感染管制學會(申
請中)教育積分，相關事宜請洽 04-23592525
分機 5923 呂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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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請會員妥為保
存，相關訊息將置放本會網站。

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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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兒科黃聖華醫師與
鄭惠文小姐於 4 月 28 日舉行結婚典禮，本
會致贈賀儀誌慶並賀錦繡龍鳳、琴瑟和鳴。
◎太原診所呂源三醫師公子呂承俸先生與黃
晞語小姐於 5 月 5 日舉行結婚典禮，本會
致贈花籃誌慶並賀佳偶天成、鳳凰于飛。

桌球賽成績揭曉
本會於 4 月 15 日假何安桌球場舉辦 107 年度
桌球錦標賽，計 120 人報名參加，當天成績
如下：
團體組：
冠軍：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
亞軍：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季軍：臺中市醫師公會健康隊
殿軍：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會員甲 A 組：
冠軍：林信宏 亞軍：羅士清
季軍：吳春貴 殿軍：林義龍
會員甲 B 組：
冠軍：洪恭誠 亞軍：張嘉元
季軍：許佳君 殿軍：張哲嘉
會員乙組：

冠軍：樊煒成 亞軍：李鴻樟
季軍：魏經岳
公開組個人單打賽：
冠軍：廖隆德 亞軍：劉子維
季軍：賴俊毓 殿軍：邱宏城
第五名：許佳君、林群岳、陳威中、張嘉元
公開組個人雙打賽：
冠軍：李京展、鄭奕成
亞軍：黃煜珉、黃冠閔
季軍：葉正道、邱信基
殿軍：李崑鈺、李亞芳
第五名：文貴旺、林漢輝
林義龍、洪恭誠
洪光正、朱俊盈
陳完如、賴宗毅

下環境，因克流感膠囊長期安定性試驗未有
2-8℃之資料，無法得知克流感置於冰箱保存
後，藥品之品質或療效是否受到影響；若因
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導致儲存條件短時間偏
離，應主動聯絡該公司並詳述偏離狀況，以
評估其影響。
爰此，為確保民眾用藥品質與安全，應依仿
單指示之條件及食藥署提醒之藥品儲存原則
保管公費克流感膠囊，請本市各區衛生所轉
知並加強輔導轄區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
醫療院所配合辦理。倘有該些藥劑之儲存環
境疑義，應聯絡羅氏藥廠(電話 02-2715 3111
再按 8 轉藥物資訊)，進行影響評估。
請本市醫師公會及診所協會轉知所屬會員，
應依仿單及食藥署建議原則儲放流感抗病毒
藥劑，以維護民眾用藥安全。

春季旅遊活動圓滿結束
5 月 6 日本會舉辦春季旅遊活動---新竹北埔
老街與麥客田園、國泰玻璃、天仁茶文化館，
由總領隊陳文侯理事長率會員、眷屬計 160
名，共 5 輛遊覽車。第一站北埔老街，解說
員詳盡熱情的說明，想像當時的客家風情；
第二站麥克田園，吃著窯烤美食，感受古早
樂趣，著實愜意。在國泰玻璃觀賞到玻璃製
品的精細技巧；天仁茶文化館體會到茶文化
的博大精深。於苗栗享用晚餐，在上順旅行
社安排（頭份東庄社區國樂團）的音樂表演
下，讓氣氛更加熱鬧，也為活動畫下完美句
點。此次旅遊活動所拍攝的照片也可於本會
網站的最新消息中觀賞下載。

衛生局轉知
【藥師報備支援應經該機構
負責醫師同意】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轉知有關醫療機構之
藥師報備支援一案，說明如下：
按醫療法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醫療機
構應置負責醫師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務，
負督導責任。」
；同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
「醫
療機構應督導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
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業務。」
綜上，醫療機構之醫事人員報備支援，應經
該機構負責醫師同意。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儲存原則】
衛生局轉知有關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儲存原
則，請確實依藥品仿單指示之條件，並遵循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提
醒之儲存原則保存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俾
維護民眾用藥安全，說明如下：
疾病管制署近日接獲公費藥劑合約院所詢問
「克流感膠囊置於冰箱儲存，是否影響品質
或療效」
，該署經查詢食藥署公告資訊，藥品
保存一般原則為「避光、避濕、避熱」
，並依
藥品說明書上之保存方式為準，經該署另詢
克流感膠囊原廠羅氏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表
示，依藥品仿單克流感膠囊應儲存於 25℃以

【因應麻疹疫情請提高警覺
並加強落實感染管制措施】
疾病管制署因應近日國內麻疹群聚感染疫
情，請各位會員提高警覺並加強落實相關感
染管制措施，說明如下：
因應近日國內麻疹群聚感染疫情，並防範麻
疹於機構內發生傳播，請共同宣導所屬會員
於執業過程中確實執行以下措施：
(一)對於急診檢傷與疑似感染之門診病人應
有 詢 問 並 記 錄 旅 遊 史 （ Travel
history）
、職業別(Occupation)、接觸
史（ Contact history ）及是否群聚
(Cluster)之機制。
(二)依據「醫療照護人員預防接種建議」與
「醫院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基準及評
分說明」
，訂定 MMR 疫苗接種計畫，並以
實際策略推動不具有麻疹抗體陽性檢測
報告者接種 MMR 疫苗；其中可以小兒
科、婦產科、急診、感染科所有工作人
員以及全院新進員工為優先接種對象。
(三)於門診、急診區域主動提供或協助發燒
或呼吸道症狀病人佩戴外科口罩。
(四)於門診、急診區域與醫院入口張貼明顯
告示，提醒就醫民眾與陪病者，若有發
燒或呼吸道症狀，請佩戴口罩候診，並
於就診時務必主動告知醫師個人病情、
職業、相關旅遊史及最近周遭是否有被
診斷疑似為麻疹之親友等資訊，以利醫
師建立正確診斷。
(五)門、急診區域應有病人分流看診機制，
在門、急診規劃具負壓或通風良好的診
間與檢查室，以作為分流看診區域；候
診室應維持通風良好，並妥善安排病人
就診動線，提供需進行評估、診療或採
檢之用。
有關麻疹疫情最新資訊，可參閱疾管署全球
資 訊 網 「 麻 疹 專 區 」
（https://www.cdc.gov.tw）
；相關感染管制
措施指引，請參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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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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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麻疹個案就醫及相關
接觸者標準處置流程】
衛生局轉知「臺中市疑似麻疹個案就醫及相
關接觸者標準處置流程」一份，請各院所醫
護、防疫人員及會員知悉並配合辦理，說明
如下：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分類，麻疹為第二類傳染
病，可經由空氣、飛沫傳播或接觸病人鼻咽
分泌物而感染，是一種傳染力很強的病毒性
疾病。常見症狀有：發燒、出疹、鼻炎、結
膜炎、咳嗽，以及發燒 3~4 天後口腔內出現
斑點(柯式斑點)，較嚴重者會併發中耳炎、
肺炎或腦炎。
為利本市麻疹疫情應變及防治措施，上揭標
準處置流程已置於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站
（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
醫療院所交流平台/疾病管制科/中市衛疾字
第 1070030242 號函項下，請各院所轉知所屬
醫護、防疫人員及會員知悉並據以執行。

【請配合政策將現有MMR 疫苗
提供予優先接種族群】
本衛生局轉知為有效運用國內現有之麻疹、
腮腺炎、德國麻疹(MMR)混合疫苗，使高暴露
及高傳播風險族群得以優先接種，請各院所
屬配合政策提供疫苗接種，說明如下：
我國自本（107）年 3 月起陸續發生境外移入
麻疹病例引起之本土群聚感染，致民眾接種
自費 MMR 疫苗之需求驟增，國內自費市場現
有疫苗量難以支應。
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邀集專家就麻疹疫
情因應策略進行研商，決議除應維持幼童常
規接種作業之穩定推行，國內現有之自費 MMR
疫苗應優先提供具高暴露及高傳播風險之族
群，現階段暫以 1981 年（含）以後出生之「台
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之醫學中心急診室醫
護人員」及「桃園國際機場機組人員」為最
優先，以防止疫情擴散。
後續該署將視現有疫苗用量及疫苗貨源爭取
情形，適時調整優先提供對象。請轉知所屬
同仁/會員配合政策，將現有結存及陸續供應
之自費 MMR 疫苗提供予優先接種族群。

【提高對登革熱疑似病例
通報警覺】
衛生局轉知因應登革熱流行期即將來臨，請
相關人員提高對登革熱疑似病例的通報警
覺，以及早偵測病例，降低登革熱流行風險，
說明如下：
依據疾病管制署統計資料，本（107）年截至
4 月 23 日，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累計 37 例，
分布於 11 縣市。由於東南亞地區登革熱流行
疫情持續，全台各地近期出現高溫且偶有降
雨情形，各縣市均有登革熱流行疫情發生之
風險。
鑑於近期曾發生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經就醫
多次始被通報之案例，請轉知相關人員提高
對登革熱疑似病例的通報警覺，診療病患時
如遇發燒患者，務請詢問 TOCC（旅遊史、職
業別、接觸史及是否有群聚情形）
，並鼓勵對

於登革熱疑似病例使用 NS1 快速篩檢試劑，
以利及早偵測病例。
有關登革熱最新疫情與相關資訊，請參閱疾
病 管 制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cdc.gov.tw）
。

【加強宣導日本腦炎預防措施
疑似病例之通報警覺】
衛生局轉知因應日本腦炎流行季節即將來
臨，請相關人員加強宣導預防措施，並提升
對疑似病例之通報警覺，說明如下：
依據疾病管制署歷年監測資料，日本腦炎病
例主要發生於每年 5 月至 10 月，6 月至 7 月
為流行高峰。感染日本腦炎初期可能會出現
發燒、腹瀉、頭痛或嘔吐等症狀，嚴重者會
出現意識狀態改變、全身無力、局部神經障
礙、運動障礙、帕金森氏症候群、神智不清、
對人時地不能辨別等，甚至昏迷或死亡，致
死率達 20-30％，存活病例中，約 30%至 50
％有神經性或精神性後遺症。
鑑於流行季節即將到來，請貴院（所）/公（協）
會提醒相關人員提高對日本腦炎疑似病例之
通報警覺，即時提供適切臨床處置；並請加
強宣導預防措施，如儘量避免於病媒蚊活動
的高峰期於豬舍或病媒蚊孳生地點附近活
動，如有需要則請穿著淺色長袖衣褲，或於
皮膚裸露處使用衛生福利部核可之防蚊藥
劑；臥室及起居室可安裝紗門紗窗，使用蚊
帳等，以避免蚊蟲叮咬，降低感染風險。
另請加強宣導日本腦炎疫苗接種之重要性，
尚未完成疫苗接種之適齡嬰幼兒，請提醒照
顧者儘速帶領嬰幼兒前往指定醫療機構或衛
生所完成接種；成人若居住地或工作場所鄰
近豬舍、其他動物畜舍或病媒蚊孳生地點等
高風險地區，或至流行地區旅遊，可自費接
種日本腦炎疫苗。
相關介紹及防治資訊，請參閱疾病管制署全
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
。

【驗光人員法所稱一般隱形眼
鏡之驗光配鏡疑義】
衛生福利部所示，驗光人員法所稱一般隱形
眼鏡之驗光配鏡疑義案，說明如下：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 年 4 月 19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1033 號函辦理。
按驗光人員法(以下稱本法)第 12 條驗光人
員業務範圍及第 56 條第 4 項免依第 43 條處
罰之規定，綜整有關一般隱形眼鏡之驗光及
配鏡規定，說明如下：
(一)得執行一般隱形眼鏡驗光之醫事人員：
1.醫師。
2.驗光人員。但對於 15 歲以下者應於眼
科醫師指導下為之，未滿 6 歲兒童不
得為之。
(二)得執行一般隱形眼鏡配鏡之醫事人員：
醫師及驗光人員。
(三)本法第 56 條第 4 項規定：
「符合第 1 項、
第 2 項規定且曾應驗光師、驗光生特種
考試者，於本法公布施行之日前已登記
經營驗光業務之公司(商號)或醫療機構
從事驗光業務，自本法公布施行起 10 年
內免依第 43 條處罰。」
，上開曾應驗光
師、驗光生特種考試而尚未考試及格

者，得繼續從事驗光業務之範圍，僅限
一般性近視、老花之驗光，不包含一般
隱形眼鏡之驗光及配鏡。
上開所稱一般隱形眼鏡，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指非用於治療或診斷之隱形眼鏡。
本部 105 年 5 月 5 日衛部醫字第 1051663266
號、104 年 8 月 24 日衛部醫字第 1040122268
號、102 年 5 月 3 日衛署醫字第 1020008460
號、102 年 4 月 15 日衛署醫字第 1020067185
號及 101 年 6 月 4 日衛署醫字第 1010264906
號函等，對於驗光人員法立法通過前，有關
隱形眼鏡驗光及配鏡之相關規定，不再適用。
至於一般隱形眼鏡之配鏡過程及步驟，係屬
醫事專業，為其學術專業養成過程之專業行
為，無涉驗光人員法之規定。

【公益彩券回饋金-臺中市弱
勢族群就醫補助計畫】
衛生福利部補助衛生局辦理「107 年度公益
彩券回饋金-臺中市弱勢族群就醫補助計畫」
1 案，說明如下：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6 年 8 月 28 日衛部保字第
1060125750 號函暨 107 年度臺中市弱勢族群
就醫補助計畫辦理。
計畫目的：為協助弱勢族群排除就醫障礙，
維護其健康之相關費用。
辦理期程：即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5 日或計畫
補助款用罄為止。
補助對象：設籍本市且符合以下資格者：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其他由各級政府認定經濟困難並開立證
明者（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證明或街友、遊民安置
證明等）
。村里長開具之清寒證明恕不予
以認定。
補助項目及金額、執行方式、計畫申請書等
相關內容，已公告於衛生局網站（路徑：首
頁>專業服務>心理健康>精神衛生；首頁>專
業服務>長期照顧服務>弱勢族群）
，請協助宣
導，並轉介符合補助資格之弱勢族群申請本
項計畫補助。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空品緊
急應變措施相關資訊】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函轉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為
因應空氣品質不良及惡化緊急應變措施相關
資訊，說明如下：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為因應雲林縣空氣品質不
良及惡化緊急應變措施，將於空品不良期間
（10 月至隔年 3 月）及啟動空品緊急應變
時，限制減少廢棄物處理單位處理量能(醫療
廢棄物、斃死禽畜...等)及緊急降載處理
量，請各會員知悉，以提前建置廢棄物無法
去化之替代方案。

【醫療機構收費標準全聯會立場】
全聯會就醫療機構收費標準相關立場，說明
如下：
為維護醫療品質、保障醫師執業空間，本會
就醫療機構掛號費及自費醫療收費標準提供
意見如下：
(一)若醫療院所考量其成本需提高掛號費
用，建議可以專案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
(二)自費醫療收費標準考量各地醫療設施水
準、成本及市場行情等不同，應交由各
縣市醫事審議委員會管理。惟為維持一
定醫療品質，建議自費醫療項目不宜訂
定過低價格，避免影響醫療品質及民眾
健康。

【限用於男性之攝護腺(前列
腺)藥品之申報規範】
全聯會轉知有關「限用於男性之攝護腺(前列
腺)藥品」之申報規範，請貴會轉知所屬會
員，該類藥品不符藥品許可證所載適應症之
處方，於仿單適應症未變更前，健保署仍將
依現行規定不予給付，說明如下：
健保署經檔案分析發現有用於治療攝護腺肥
大、前列腺增生所伴隨的排尿障礙等藥品用
於女性病人，經洽請主要相關專科醫學會，
其中家庭醫學會、內科醫學會、婦產科醫學
會、泌尿科醫學會及婦科醫學會等 5 個單位
提供旨揭藥品之臨床用藥意見，摘要重點如
下：
(1)Finasterid 及 Dutasteride 等 2 類藥品，
均具有致畸胎的能力，且缺乏醫學文獻佐
證，用於女性不具合情與合理性。
(2)Tamsulosin 類藥品，符合藥理上的效果
且尚不違反醫學文獻。
對於 Tamsulosin 類藥品之意見，雖符合藥理
上之效果，然因涉不符藥品許可證所載適應
症之使用規範，本署將另案函予廠商，請其
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變更適應
症，以利臨床運用。
上揭藥品不符藥品許可證所載適應症之處
方，於仿單適應症未變更前，健保署仍將依
現行規定不予給付；惟特殊病例得以個案向
健保署申請事前審查，於核准後給付。

【請確實掌握購入藥品之真偽】
全聯會轉知健保署為避免醫事服務機構發生
進用偽藥而嚴重影響民眾用藥之品質，請各
位會員或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確實掌握所
購入藥品之真偽，並保障保險對象所使用係
為合格之藥品，倘進用偽藥，將視個案情形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辦理。

【7/31前受理推薦及報名
-臺灣醫療報導獎】

全聯會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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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會辦理 107 年「臺灣醫療報導獎」，自
即日起至 107 年 7 月 31 日受理推薦及報名。
凡於特定時間內，於網路媒體或電視節目發

表醫療新聞、醫療評論，並有助於提升醫療
專業形象，對醫療環境與醫病關係有貢獻之
作品皆可參賽。
活動分為兩類進行，分別為「新媒體類」及
「廣電類」，獎金最高可獨得新台幣 10 萬
元，得獎者將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本會醫師
節慶祝大會公開頒獎。
本活動併採自行報名與推薦報名兩種方式：
(1)有意自行報名者，請先至本會網站下載報
名表，再檢附相關資料與參賽作品，掛號
寄至 106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29 號
9 樓「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收。
(2)各縣市醫師公會及所屬會員均可具名推
薦，請自行至本會網站填寫並列印推薦表
單，寄至 106 台北市安和路一段 29 號 9
樓，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收，並
於信封標註推薦獎項名稱。以利本會邀請
被推薦人參賽。
期待透過本活動，提升臺灣醫師與醫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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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日
趨惡化的醫療環境，促進醫病和諧關係，維
護台灣全體國民的健康。
相關訊息請逕至全聯會網站(www.tma.tw)查
詢或電洽 02-27527286#121 曾小姐。

用藥相關規定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發布
「Acetaminophe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
溝通表」業經，請逕上食藥署網站查詢
https://www.fda.gov.tw/tc/sitelist.a
spx?sid=157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全民健
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給付
規定，說明如下：
(1)107 年 3 月 31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3453
號公告異動3 品項之107 年藥品支付價格
調整結果，其異動之支付價格自 107 年 5
月 1 日生效。
(2)107 年 3 月 31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3480
號公告異動1 品項之107 年藥品支付價格
調整結果，其異動之支付價格自 107 年 5
月 1 日生效。
(3)107 年 4 月 9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4877B
號 函 有 關 衛 部 藥 輸 字 第 026219 號
「Xeljanz Film-Coated Tablets 5mg（健
保代碼：BC26219100）
」品項藥品支付價
異動情形，自 107 年 5 月 1 日起調整為每
粒 556 元。
(4)107 年 4 月 10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142
號公告新增及異動「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
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特材品項」計 155
項。
(5)107 年 4 月 18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175
號公告取消健保給付自付差額項目「金屬
對金屬人工髖關節」共計 14 項。

(6)107 年 4 月 20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04981
號函有關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之「"景
德"景克敏點眼液 0.25 毫克/毫升(衛署
藥製字第 057143 號；回收批號：TC015、
TM004、TP007、TR011、TR013、UA011、
UB002、UG007)」及「"景德" 滴可舒眼藥
水(衛署藥製字第 016303 號；回收批號：
TC029、TE022、TK015、TK019、TP011、
UB006、UF005)」等 2 項藥品部分批號經
主管機關核定係屬第二級危害，應予回
收。
(7)107 年 4 月 20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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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4 月 30 日
前屆滿，且經廠商回復不展延者，本署將
自 107 年 6 月 1 日起取消給付（共計 26
項）
。相關資料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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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醫療器材許可證逾期將於
107年6月1日取消健保給付特材品項表。
(8)107 年 4 月 2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210B
號函有關「XigduoXR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5mg/500mg 、 5mg/1000mg 、
10mg/500mg 及 10mg/1000mg（健保代碼
BC27114100 、BC27115100 、BC27116100
及 BC27117100）
」藥品之全民健康保險藥
品價格異動，自 107 年 5 月 1 日起調整為
每粒 29.4 元。
(9)107 年 4 月 2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211B
號函有關「CanagluTablets 100mg（健保
代碼 BC26950100）
」藥品之全民健康保險
藥品價格異動，自 107 年 5 月 1 日起調整
為每粒 29.4 元。
(10)107 年 4 月 2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237
號公告訂定含 anagrelide 成分藥品之給
付規定。

手提式擔架(未滅菌)」
、
「
〝大田〞一般外
科器械(未滅菌)」)許可證。
(2)公告註銷國揚生技有限公司「“安可而”
注射架（未滅菌）
」許可證。
(3)公告註銷沿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太陽神醫療影像系統（衛署醫器製字第
001854 號）
」許可證。
(4)公告註銷立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諾
巴美媞”注射架（未滅菌）
」許可證。
(5)公告註銷沃醫學有限公司之「“朵斯”注
射架（未滅菌）
」
、
「“諾美媞”注射架（未
滅菌）
」許可證。
(6)公告註銷信實生技有限公司之「”金絲
特”注射架(未滅菌)、
「”愛凱薾”注射
架(未滅菌)」許可證。
(7)公告註銷永奇醫藥生技有限公司之「"永
奇"倍肯安男性尿道夾(未滅菌)」
、
「"永奇
"捷淨男性尿道夾(未滅菌)」2 件醫療器
材許可證。
(8)公告註銷泓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康
媞”注射架（未滅菌）
」
、
「“諾貝美提”
注射架（未滅菌）
」許可證。
(9)公告註銷鑫彥有限公司之「“摩臂”注射
架(未滅菌)」許可證。
(10)公告註銷「"倍達"恩德信膠囊（衛署藥
製字第 004181 號）
」等 5 項藥品許可證。
(11)公告註銷「脫硬平錠（衛署藥製字第
031675 號）
」藥品許可證。
(12) 公告註銷「"盈盈"康酵素糖衣錠（衛署
藥製字第 032164 號）
」等 2 件藥品許可
證。
(13)公告註銷「皮寶藥膏（內衛成製字第
000550 號）
」藥品許可證。
(14)公告註銷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帝文貼片」藥品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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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一成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販售
之「阿德比婦寶膠囊」及「護寶膠囊」產
品，請協助轉知所屬會員知悉，勿將案內
產品當外用藥品使用於醫療用途。
(2)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藥品。
(3)永好健康事業有限公司之部分藥品。
(4)立國藥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藥品。
其他項目：
(1)公告註銷大田儀器有限公司之「
〝大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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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下載查詢
※衛生福利部「醫療廢棄物妥善分類貯存及
管理方法」宣導單張相關資訊，請惠予轉
知會員知悉，說明如下：
為讓診所（含設有血液透析床之診所）了
解產出之醫療廢棄物之種類及處理方式，
衛福部特依據診所特性製作旨揭單張，其
內容包括列舉說明廢棄物種類及委託處理
方式，並以圖示說明如何妥善包裝、貯存
處理醫療廢棄物等資訊，以利機構了解並
落實執行。
宣導單張電子檔置於衛福部「醫療廢棄物
處理網」
（http://www.greenhosp.tw）首
頁＞下載專區＞相關教材項下。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轉知有關「管制藥
品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條，業經衛
生福利部於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4 日以衛
授食字第 1071800234 號令修正發布施
行，上揭公告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衛

生福利部網站「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
下「最新動態」網頁或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網站「公告資訊」下「本署公告」
網頁自行下載。
※健保署修訂「健保尚未納入給付過程面同
功能醫材品項調查表」一份，上揭調查表，
業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組/藥材專區/特殊材
料/建議書表格下載及填表說明/健保尚未
納入給付過程面同功能醫材品項調查表，
請自行下載。
為瞭解建議納入健保給付過程面品項正確
之比照品項，爰於廠商或特約院所檢送特
殊材料建議收載之資料(健保尚未納入給
付過程面同功能醫材品項調查表)修訂比
照品項之參考依據。另，考量所有建議納
入健保給付之特殊材料皆應敘明產品中英
文型號、規格名稱，故修訂切結書內容。
爾後如需提出過程面特殊材料建議收載
案，請依旨揭新版本格式填寫。
該調查表內容可自行至本署全球資訊網
（藥材專區/特殊材料/建議書表格下載及
填表說明/健保尚未納入給付過程面同功
能醫材品項調查表）下載。
※轉知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未成年懷
孕服務及後續追蹤輔導作業指引」
，請至臺
中市政府衛生局網站「本局網站
（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
專業服務/婦幼保健/青少年保健/未成年
懷孕服務及後續追蹤輔導作業指引」下載。

成，今天正式落成啟用。
原四樓會議室也有需修繕之處，會館購
置小組已於日前召開會議研議初步構想，屆
時會再提理監事會討論。感謝理監事、顧問
及會員代表的支持，希望藉由新會議室及四
樓修繕，讓理監事及所有會員有一個更寬敞
舒適的會議環境，文侯在此一鞠躬深表感謝
之意，謝謝大家。
貳、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一、請審查本會 107 年 3 月份經費收支。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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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參加會員林恒立醫師
新臺幣參萬伍仟元整。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三、7 樓會議室購置空氣清淨機案。
決議：通過採購聚原科技有限公司醫療級空
氣清淨機 AF300H（兩台）
。
提案單位：理事會
四、本月份入會會員審核案。
決議：照案通過，現有會員 3,982 名。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4 時 08 分。

※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全民健康保險轉診
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十條及第四條附表
一、第七條附表二，相關訊息請至全聯會
網站查詢。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檢送「溫室氣體減量推
動方案」(核定本)，並請院所配合辦理，
相關訊息已放置公會網站。
※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全民健康保險跨層
級醫院合作計畫」
，並自 107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相關訊息請上網查詢。

第25 屆第13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4 月 27 日（五）12:30
地 點：本會第二會議室(7F-4)
出席者：王博正副理事長等 21 名。
列席者：巫永德顧問、白佳原顧問、何敏誠
市議員等 27 名。
指 導：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黃敏
慧科長、衛福部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方志琳組長
主 席：陳理事長文侯
紀 錄：李妍禧
壹、主席報告：
各位顧問、前輩、理監事、健保署方志
琳組長、衛生局黃敏慧科長以及林士昌議長
郭達鴻秘書等貴賓，謝謝特別撥空參與會議
室揭牌啟用典禮，非常高興七樓新會議室歷
經近一年的時間，從確認賣方、我方買賣意
願、議價及透過合法程序經理監事聯席會
議、臨時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購買，至裝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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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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醫事法律專業研習
3.醫病溝通關懷服務簡介單張
（僅寄基層醫師）
4.4 月科管理各科決議事項
（僅寄基層醫師）
5.台中市醫事法學會研討會(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