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摘要
6/24 演講會
醫療爭議問卷
7/10 前推薦本會醫療奉獻獎
注射及抽血參考流程
2018 年醫事法律專業研習
請協助提供民眾領藥不便之實際具體
案例
重申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臨床監測
相關事宜
請協助行政院主計總處服務業營運及
投資概況調查
違規態樣各院所注意以免受罰
共管會議健保署中區業務組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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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條件的個案請院所協助血清檢體
採集事宜
協助轉介符合低收入戶及弱勢兒童少
年醫療補助條件個案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管理相關規定請
配合辦理
腸病毒流行期將至請加強附設兒童遊
戲設施清消及手部衛生
107 年度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訓練課程
相關資訊
勞動部宣導說明
近期氣溫偏高請檢視院所環境監控機
制及相關應變程序
食品藥物安全處轉知
辦理藥事照護業務藥師報備支援應經
醫療機構負責醫師同意
公告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部
分分級及品項
處方使用管制藥品務必確實依管制藥
品相關法規辦理
全聯會轉知
全聯會經衛福部核定為長照繼續教育
認可單位
公告長照服務特定項目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院所申報項目管理
專案回饋─單純性血管整形術管理」
乙例供參考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中訂有使用
限制次數及數量規定表新增醫令代碼
KC00990288
台北市醫師公會等單位共同研定疑似
麻疹個案處置建議供參
公告修正驗光人員為特定人員特定狀
況下應填(出)具轉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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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面

P1

P2

P2-P3
P3-P4

P4

P5

6 月 24 日（13:30-17:00）
(1)兒童常見皮膚症狀與治療
(2)臨床醫師如何善用資通訊科
技改善治療結果
(3) New Evidence of Pharmacologic
Approaches
to
Glycemic
Treatment : The Role of Early
Usage of SGLT2 Inhibitors
After Metformin
本會訂於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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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皮膚科吳伯元代理主任主講：
「兒
童常見皮膚症狀與治療」
。
第⑵場（14:30-15:30）聘請臺中市政府衛
生局呂宗學局長主講：
「臨床醫師如何善用
資通訊科技改善治療結果」
。
第⑶場（15:30-17:00）由台田藥品股份有
限公司聘請瑞東診所杜柏村院長主講：
「
New
Evidence
of
Pharmacologic
Approaches to Glycemic Treatment : The
Role of Early Usage of SGLT2 Inhibitors
After Metfor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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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演講會業經家醫科醫學會同意認定繼續
教育積分。
（台灣醫學會、內科、皮膚科、兒
科學分申請中）
。

醫療爭議問卷

P6

P6-P7
P7
P7-P8
P8

近年來，公會為解決會員長年夢魘--醫療糾
紛爭議，除致力推動各種防治計畫外亦積極
協助調處，目的皆是冀望建構一個更優質執
業環境，讓會員免於恐懼與壓力，回歸醫療
本質專心看診，發揮所長。
請協助填寫醫療爭議問卷(如附件 2.)作為日
後公會擬定政策之參考，並請於 7 月 20 日
前回傳至 04-23202083 本會，或郵寄 403 臺
中市西區公益路 367 號 4F-1，謝謝！

7 月 10 日前推薦
本會醫療奉獻獎
為表揚在學術研究與醫療服務方面奉獻卓著
之會員，第25 屆第6 次理監事會決議設立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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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醫療奉獻獎」(實施辦
法及推薦表已放置公會網站)，於 2018 年 7
月 10 日前接受各院所推薦符合資格之會
員，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後並呈報理監事聯席
會議，於年底忘年音樂會中由理事長頒獎表
揚。

注射及抽血參考流程
本會會員因幫病患抽血檢查而與病患產生糾
紛，經醫療糾紛互助金委員會討論，由臺中
市醫師公會秘書處提供醫療院所注射及抽血
參考流程，如下：
◎肌肉注射
75%酒精棉球環狀消毒由內而外直徑
3~5 公分，待其乾燥，打完針，貼新乾
棉球或 1 x 1cm 紗布。
◎血管注射或抽血
1.酒精性優碘先擦一次，直徑 3~5 公分。
2.間隔 30 秒，75%酒精棉球擦一次。
3.打針完畢，新乾棉球或 2 x 2cm 紗布貼上。
◎抽 Blood Gas 或 Blood Culture
1.75%酒精棉片，由內而外直徑 3~5 公分。
2.酒精性優碘，由內而外直徑 3~5 公分。
3.75%酒精棉片，由內而外直徑 3~5 公分。
抽完血，貼上新紗布 2 x 2cm。

2018 年醫事法律專業研習
本會與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聯合辦理「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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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逕上公會網站查詢)，並請於 6/30
前將報名表傳真至 04-23202083。

請協助提供民眾領藥不便
之實際具體案例
全聯會函請各公會提供因醫藥分業制度引發
民眾領藥不便之具體案例，俾以向主管機關
或立法機關反應改善，以維醫師專業權益；
並為具體呈現醫藥分業制度對民眾就醫權益
及對醫療院所造成之影響，請各公會向所屬
會員宣導應遵守法令規定，勿因順應病人領
藥便利，違反相關法規，使違法壓力由醫界
承擔，反而無法讓事實呈現，造成主管機關
之忽視，說明如下：
依據全聯會 106 年 12 月 26 日第十一屆「醫
藥分業特別對策小組」第一次會議結論，並
經 107 年 4 月 19 日第十一屆第十八次常務理
事會報告通過辦理。
醫藥分業自民國 86 年實施以來，醫師調劑權

受到限縮，全聯會為徹底解決醫藥分業對民
眾就醫權益及對醫療院所造成之影響，並呈
現(凸顯)實際面臨的問題，建請各院所應遵
守法令規定，不再為避免醫療風險，順應病
人，而掩蓋醫藥分業所造成的問題，進而使
主管機關忽視問題存在，醫界亦無推動修正
相關法規之著力點。
為蒐集因現行醫藥分業制度引發民眾領藥不
便之實際具體案例，若有相關案例，敬請隨
時不吝具體呈現提供，俾以彙整後研析相關
策略，俾以向主管機關或立法機關反應改
善，以維醫師專業權益。

重申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臨
床監測相關事宜
衛生局重申有關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
會所發布的「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臨床監
測」
，請各位會員配合辦理，以提升專業照護
知能，說明如下：
上揭指引說明糖尿病人的臨床照護定期監測
項目應包括：糖化血紅素、血脂肪、腎臟、
眼睛及足部病變篩檢等。
綜上照護重點，全民健保建議將前四項指標
作為評量醫療院所對糖尿病患的照護品質參
考請各會員周知，以提升本市醫療院所對糖
尿病人的照護品質（詳細資料請至該學會
http://www.nhi.gov.tw/mqinfo/Content.a
spx?List=4&Type=DM）網站查詢。
該學會提供糖尿病臨床監測建議表：
測試項目
糖化血色素及靜脈血漿糖
糖尿病衛教
血脂肪：低密度、高密度與總膽
固醇/ 三酸甘油酯
若血脂異常或使用降血脂藥物
腎臟：肌酸酐/eGFR/ 尿液常規/
白蛋白尿
若上述檢查異常需追蹤者
眼睛：視力、眼底檢查
足部：脈搏、踝臂動脈收縮壓比值
神經病變：單股纖維壓覺、頻率
128 Hz 音叉震動感、
肌腱反射
口腔檢查
癌症篩檢
糖尿病人自我管理：體重、血
壓、血糖、足部

建議頻率
3 個月
3 個月
1 年
3-6 個月
1 年
3-6 個月
1 年
1 年
1 年
1 年
配合國健署
癌篩政策
經常

請協助行政院主計總處
服務業營運及投資概況調查
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 106 年服務業營運及投
資概況調查，說明如下：
「106 年服務業營運及投資概況調查」將於
107 年 6 月 19 日至 7 月 20 日實施，為期順
利辦理本次調查，主計總處函請各公會協助
宣導會員協助撥冗填報調查表，期以提升掉
查資料品質。

依統計法第 20 條及統計法施行細則第 44
條、第 45 條規定，會員對於該調查有據實填
報之義務，訪查填答資料則僅作整體統計分
析之用，對於個別資料絕對保密，不會提供
稅務、檢調、司法或其他單位使用。

【共管會議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報告事項】
中區西醫基層總額共管會 107 年第 2 次會議
(107 年 6 月 8 日)茲摘錄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部分報告事項內容如下：
◎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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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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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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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處
分

1.容留非具醫事人員資格，執行醫師
以外醫事人員之業務。
2.經保險人通知應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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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
定，經保險人通知應限期改善而未
改善，由保險人予以違約記點一點。
1.扣減 10 倍醫療費用新台幣 12,040
元，追扣醫療費用新台幣 1,204 元
(1,287 點)。
2.違約記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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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署為保障民眾就醫、提升用藥安全與落
實分級醫療，經徵詢各界意見後，由衛
生福利部於 107 年 4 月 27 日公告修正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自發布日施
行；本次共計修正二十四條，刪除一條，
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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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摘要修正重點如下：
1.方便未滿十四歲兒少就醫，身分證明
增列得以切結方式，刪除戶籍謄本之
適用。（修正條文第3條）
3.考量實務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受監護或輔助宣告者以及失智症
病人，由他人代為陳述病情領取相同
方劑之需求，將之增列為得委請他人
向醫師陳述病情之特殊情況之一。（修
正條文第7條）
3.保險對象住院須繳交健保卡並由醫院
留置，為減少醫院保管健保卡之行政
作業及爭議，修正為醫院查驗健保卡
後歸還，以方便少數特殊狀況病人仍
有外出門診之需要。（修正條文第10
條）
4.增列未攜帶健保卡就醫，限制開立慢
性病連續處方箋以開立一般藥品處方
箋為限，並明定保險對象領藥後，藥
品若遺失或毀損，其再就醫之醫療費
用，應自行負擔。（修正條文第14條）
5.放寬接受本保險居家照護服務，醫師
開立第一級或第二級管制藥品處方箋
時，因故無法至原處方醫院、診所調
劑，可至非原處方院所或衛生所調
劑。另為確保用藥安全，醫師當次交
付之不同類處方箋規定保險對象應併
持於同一調劑處所調劑。
（修正條文第
15條）
6.為推動分級醫療、落實轉診就醫模
式，明定保險對象就醫時，應遵從醫
囑接受轉診服務。
（修正條文第18條）
7.配合臨床作業腹膜透析用藥療程，放
寬透析液一次最多給予三十一日以下
之用藥量。
（修正條文第22條）
8.明定保險對象持本保險各類處方，應
於各類處方期間內向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預約排程或接受醫療服務；如慢性
病連續處方箋：末次調劑之用藥末
日。（修正條文第23條）
◎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
病患就醫資訊方案推動情形
(一)截至 107 年 5 月中區西醫基層已有 1085
家診所加入，較 106 年度增加 195 家，
參與家數比率為 48.6%，仍為中區所有
總額別裡參與率最低，且與其他於業務
組比較亦偏低。各縣市目前參與家數比

率(如下表)，僅南投地區參與家數比率
已達 60%以上，以台中市地區參與家數
比率為最低。
(二)中華電信日前已與西醫基層主要醫療資
訊商合作(展望、耀聖、常誠、方鼎、醫
聖等)，將協助參與即時方案的基層診所
進行 HIS（醫療資訊系統）的版本升級
作業，滿足各項醫療檢查影像調閱、轉
診平台系統 API 介接與檢驗檢查上傳等
資訊服務。請各醫師公會協助呼籲會員
盡速加入即時方案，以提升醫療服務的
品質與效率。
表 1-107 年度各縣市應提升目標家數及達成情形(截至 107 年 5 月)
縣市

台中市

大台中

彰化

南投

總計

總目標家數(60%)

476

415

302

145

1339

總參與家數

341

306

292

146

1085

42.9%

44.2%

57.9%

60.3%

48.6%

135

109

10

達標

199

參與家數比率
尚餘家數

◎自 107 年 5 月起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
統於「雲端藥歷」頁籤增加「藥品療效通
報」管道，請各醫師公會轉知會員

表 2-中區各總額別參與比
率
總額別
家數比率
醫院
100.0%
西基
48.6%
牙醫
61.6%
中醫
67.3%

表 3-各區西基診所參與比
率
分區
家數比率
台北
47.4%
北區
60.1%
中區
48.6%
南區
55.5%
高屏
54.7%
東區
72.7%

◎推動落實分級醫療鼓勵院所使用電子轉診
平台
(一)電子轉診平台於 107 年 5 月 15 日起新增
「轉回或轉至適當院所」功能，即可透
過平台將轉診個案轉回原轉出院所或轉
至其他院所，請院所多加利用。
(二)本署持續鼓勵資訊廠商開發醫療資訊系
統(HIS)與電子轉診平台介接服務，經洽
PMO 資訊廠商，預計今年(107 年)6 月底
可完成有參與即時查詢方案院所之介接
安裝，屆時使用電子轉診平台將可自動
帶入所需欄位(如基本資料、診斷及病摘
等)僅點選轉診目的操作簡易快速，另參
與即時查詢方案院所使用電子轉診平
台，自 106 年 3 月起轉出及轉入即提供
每筆獎勵金各 5 元。
(三)目前各分區西醫基層電子轉診平台使用
情形如下表(106 年 3 月至 107 年 4 月)，
中區使用件數及家數比率全署最低，請
各醫師公會積極鼓勵院所多加利用。
台北 北區
使用件數比率(%) 20.4 35.5
使用家數比率(%) 43.8 52.9

中區
18.3
41.6

南區
38.8
53.4

療合作服務，提供連續性照護」及鼓勵
院所使用電子轉診平台，本署經 107 年
5 月 10 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臨時會
會議決議：支付標準新增「辦理轉診費」
等 5 項診療項目(如下)，尚依程序陳報
衛生福利部核定公布後實施。
1.01034B「辦理轉診費回轉及下轉-使用健
保署電子轉診平台」(支付點數 500 點)
2.01035B「辦理轉診費回轉及下轉-未用健
保署電子轉診平台」(支付點數 400 點)
3.01036C「辦理轉診費上轉-使用健保署電
子轉診平台」(支付點數 250 點)
4.01037C「辦理轉診費上轉-未使用健保署
電子轉診平台」(支付點數 200 點)
5.01038C 接受轉診之門診診察費加算（支
付點數 200 點，平轉不列入）

高屏
35.5
50.2

東區
44
59.2

(四)統計各縣市申報轉診件數超過 100 件
(106 年 3 月至 107 年 3 月)未使用電子
轉診平台之院所家數，台中市共 73 家、
大台中 53 家、彰化縣 41 家、南投縣 9
家，提供名單請各醫師公會協助輔導院
所使用。
(五)為配合分級醫療「強化醫院與診所間醫

(一)本署與食品藥物管理署聯手建立用藥品
質防護機制，透過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
詢系統新增「藥品療效不等」通報欄位，
醫師或藥師可針對病人反映藥品有療效
不等之情形(如藥效增強或降低)及後續
處置(如換回原藥或改用他藥等)進行點
選通報，本署在接獲通報資料後，將定
期彙整並傳送予食藥署做後續藥品療效
的評估與追蹤，以確保病人用藥的品質。
(二)食藥署在接獲本署提供的藥品療效不等
的通報案件後，會依循既有的作業程
序，評估是否符合療效不等定義，若符
合原則，且經臨床專家評估具療效疑慮
後，就會啟動藥品品質調查，針對常被
通報之成分藥品，也會列為市場監測之
品項。
(三)詳細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藥品
療效不等」通報方式請參考本會網站。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
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回推倍數上限值及
隨機抽樣案件數，並自 107 年 4 月 1 日(費
用年月)起生效。
(一)依本署 107 年 3 月 1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055 號公告函。
(二)修正重點如下：
1.隨機抽樣回推方式得設定回推倍數上
限值，由保險人與各總額部門審查業
務受委託專業機構、團體或各總額相
關團體共同擬定，並依全民健康保險
法第 61 條第 4 項規定研商後，由保險
人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2.西醫基層總額部門採設定回推倍數上
限值，門診 20 倍、住診 5.8 倍。
3.隨機抽樣案件案件數計算方式：抽審
案件核減點數之極端值案件數，門住
診皆以全部抽審數之 14%計算(四捨五
入)。
(三)106 年第 4 季隨機回推核減點數，如改
以回推上限值 20 倍推估(未考量極端值
及費用成長因素)，總核減點數將減少
10,304,258 點，核減率將從 0.74%下降
至 0.54%(降幅達 26%)，平均點值將隨之
下降約 0.002；如將極端值 14%列入考
量，推估降幅將達 30%〜50%以上，核減
率將下降至 0.51%〜0.37%，預估點值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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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下降 0.003。
◎配合 107 年藥品支付價格調整，將同步調
整一般抽審指標「合計點數」基期費用之
藥價差額。
(一)107 年度藥品支付價格年度例行調整於
107 年 5 月生效，本次計有 7,461 項藥
品調降支付價格。
(二)以 107 年第 1 季費用申報資料推估，中
區整體藥費將減少 84,260,853 點(占總
醫療費用 1.38%)。藥價調整後，個別院
所之合計點數及每人合計點數成長率指
標與原基期的比較基準不同，將無法客
觀評估個別院所費用成長情形，故 107
年 5 月起針對總藥價差額占率達總醫療
費用 1.5%(中區西基平均值)以上院所，
前年度基期值之費用，將同步調整藥價
差之 7 成費用後再予計算費用成長情
形。
範例以 107Q1 試算藥價總減少點數為 20 萬，
總醫療點數 200 萬，指標調降比例
為:20*0.7/200=7%
◎107 年第 1 季中區西醫基層預估點值報告
依本署預估 107 年第 1 季各區點值(如
下)，中區西醫基層預估平均點值為 0.9221
排名第五，雖未達目標值 0.925，符合排名
目標第五以上。
分區別
台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署

浮動點值預估 平均點值預估
0.8781
0.9106
0.9173
0.9409
0.8914
0.9221
0.9234
0.9463
0.9062
0.9339
1.0267
1.0179
0.9010
0.9291

排名
6
3
5
2
4
1

◎「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
106 年第 4 季起重複個案辦理方式
(一)106 年第 4 季中區西醫基層共 153 家診
所追扣 21,826 點，其中小於 500 點有
145 家診所，為環保減碳本專案追扣函
文，核減點數≦500 點者以 VPN 通知；
>500 點 8 家以書面函文通知。
(二)核扣相關報表「特定藥品用藥重複統計
表 _ 跨 ( 同 ) 醫 事 機 構
（REA0187_4.REA.TXT）
」及「院所特定
藥品用藥重複核扣醫令檔_跨(同)醫事
機 構 （ REA0187_5.REA.CSV 、
REA0187_2.REA.TXT
、
REA0187.REA.TXT）
」建置於健保資訊網
服務系統 VPN/保險對象用藥管理／用藥
重複案件檔案下載，可自行參考。
(三)診所對本署之核定如有異議，請於通知
到達起 60 日內，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醫療給付門診診療費用申復清
單」向本署申請複審，併至健保資訊網
服務系統 VPN 填寫申復理由後上傳，路
徑「VPN/保險對象管理/用藥重複申復案
件線上維護」
。

6/15 COPD 雙向轉診經驗分享
主辦：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主題：
「同心共好.創造雙贏」－COPD 雙向轉

診經驗分享
時間：6 月 15 日(12：30~14：10)
地點：中國附醫立夫大樓 21C 第二會議室
備午餐、請事先報名（限 70 名）
，相關事宜
洽該院 22052121 轉 7016-7018。

8/11-8/12 高級小兒救命術
主辦：臺中慈濟醫院
主題：高級小兒救命術
(APLS & PALS Provider Course)
時間：8 月 11-12 日(07：30~17：20)
地點：臺中慈濟醫院第一院區
大愛樓 5 樓 502 會議室
費用：2500 元 (7/31 前報名)
相關學分申請中，報名、繳費方式及相關資
料請洽 04-36060666 轉 3017 高鳳霞小姐。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中區分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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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請會員妥為保
存，相關訊息將置放本會網站。

醫師與蔡宜君小姐於 4 月 7 日舉行文定喜
宴，本會致送賀儀誌慶並賀鴛鴦璧合、誓
約同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內科黃柏儒醫師與
何佩茹小姐於 5 月 26 日辦理結婚典禮，本
會致送賀儀及花籃誌慶並賀情投意合、天
賜良緣。

第 1070041204 號函項下載查詢。
疾病管制署已修訂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之相關內容，公布
於該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
（專業版）之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防疫措施/工作指引
及教材項下。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外科鄭嘉方醫師與
賴有純小姐於 5 月 26 日舉行結婚典禮，本
會致送賀儀及花籃誌慶並賀褔祿鴛鴦、天
緣巧合。

【協助轉介符合低收入戶及弱
勢兒童少年醫療補助條件個案】

◎衛福部臺中醫院家醫科鄭筑予醫師與王瑋
澤先生於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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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內科陳威良醫師與
許惠怡小姐於 6 月 9 日舉行結婚典禮，本
會致送賀儀及花籃誌慶並賀佳偶天成、鳳
凰于飛。
◎衛福部臺中醫院家醫科紀人榕醫師與徐珮
玲小姐於 6 月 9 日舉行結婚典禮，本會致
送賀儀及花籃誌慶並賀宜爾室家、笙磬同
音。

學術演講
本會於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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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神經內科周政達醫師主講：
「Autonomic
neuropathy」
。第⑵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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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會
員計 105 名。

◎◎福壽綿綿◎◎

5 月份生日會員 296 名，本會均寄精美生日
卡以表祝賀，滿 65 歲以上會員計施俊哲、巫
堂鎥、鍾進燈、黃孝鏘、林榮光、朱欽明、
陳君年、施中正、詹建勝、陳昭恩、張士文、
黃哲華、林洪洲、陳起雄、蔡嘉哲、廖錫勳、
劉定邦、劉錦理、陳乾啟、許炤松、鄭森隆、
楊吉雄、許忠男、王德源、陳宏哲、林全成、
賴朝坤、鐘文冠、吳健民、黃輝明、蘇友吉、
吳朝盛、藍采敏、陳聯芳、陳振鵬、蔡義慶、
洪金三、楊榮強、林清淵醫師等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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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甜蜜◎◎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王帝皓

衛生局轉知
【符合條件的個案，請院所協
助血清檢體採集事宜】
衛生局轉知為評估腸病毒 D68 型(EV-D68)血
清抗體中和試驗(Neutralization Test, NT)
效能，請各院所協助血清檢體採集事宜，說
明如下：
EV-D68 在 106 年冬季首度於國內造成重症疫
情，且大部份個案需進行後續復健治療，整
體而言較其他型別腸病毒更為嚴重，惟目前
僅用病原分離鑑定及分生檢測來確認是否為
該型病毒感染，檢出率會受到採檢時間影
響，可能導致疾病負擔被低估。為此，疾病
管制署規劃建立 EV-D68 NT 檢測方法，並收
集個案配對血清以評估其效能。
對於符合下列任一條件的個案，衛生局將請
貴院協調通報醫師協助加採 1 至 2 支血清檢
體：
(一)「通報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且有出現
AFM（即 MRI 可見病灶，經疾管署腸病毒
重症審查防疫醫師懷疑為 EV-D68 感染）
的個案」
：於發病後 14-21 天加採 1 支恢
復期血清
(二)「僅通報急性無力肢體麻痺(AFP)，經研
判符合病例定義且檢出 EV-D68，由系統
自動轉通報為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的個
案」
：立即採集 1 支急性期血清，並於麻
痺出現後 14-21 天再採集 1 支恢復期血
清。
前項檢體採集並不具強制性，如醫師願意協
助採檢，檢驗結果將回饋醫師。採檢送驗流
程 請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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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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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轉知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低收入
戶及弱勢兒童少年醫療補助計畫」
，請各院所
轉知符合補助條件之對象者多加利用，說明
如下：
上揭醫療補助計畫之對象如下：
(一)設籍本市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未滿 18
歲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兒童及少
年。
(二)設籍並實際居住於本市之弱勢兒童及少
年符合計畫補助資格者。
(三)經社會局社工員訪視評估有必要補助且
實際居住於本市之未辦理戶籍登記、無
國籍或未取得居留、定居許可之兒童及
少年。
如有符合前開補助資格者，請惠予轉介各區
公所申請或洽詢市府社會局陳小姐
（04-22289111 轉 37512）
。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管理相
關規定請配合辦理】
衛生局轉知關於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管理相
關規定，請相關工作人員及會員配合辦理，
說明如下：
依據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配置與管理規劃原
則，請務必確實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1)藥物使用後 7 日內應至系統完成回報作
業。
(2)凡病患經醫師診察研判符合疾病管制署
公布之使用對象並須使用公費流感抗病
毒藥劑者，無須進行快篩，醫師即可視病
患狀況、藥劑仿單說明及專業判斷，開立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予病患使用。
(3)公費藥劑使用對象，倘非本國籍人士，除
通報流感併發重症及新型 A 型流感等法
定傳染病患者外，應持有居留證(18 歲以
下孩童其父母需一方為本國籍或持有居
留證)。
另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MIS)已於 106 年 4
月 11 日起全面使用憑證登入，並取消長時間
未登入者帳號鎖定之設定，憑證安裝簡易操
作說明已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
物資管理資訊系統登入頁面之卡片登入
Q&A，請逕自瀏覽下載。
有關「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配置與管理規劃
原則(第 18 版)」及「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
用對象一覽表」請至衛生局全球資訊網
(http://www.health.taichung.gov.tw/) 首
頁>專業服務>傳染病防治>流感防治專區>公
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醫療院所項下，自行
下載瀏覽。

【腸病毒流行期將至請加強附設
兒童遊戲設施清消及手部衛生】

衛生局轉知鑒於腸病毒流行期將至，請各院
所加強附設兒童遊戲設施清消及工作人員手
部衛生，以維護幼兒健康，說明如下：
加強手部衛生及環境清消是預防腸病毒擴散
最有效辦法，因酸及許多化學藥物(如抗微生
物製劑、清潔劑、部分消毒劑及酒精等)均無
法使腸病毒失去活性，爰請本市各級醫療院
所依據疾病管制署建議，督導工作人員確實
執行手部衛生，並以 500ppm 以上含氯漂白水
或其他具檢驗報告可證實對腸病毒有效之消
毒藥品，每日至少一次以上確實進行附設兒
童遊戲設施清消（如玩具、童書、地墊等）
，
並有紀錄備查，如未能確實清消者，建議關
閉或移除兒童遊戲設施，防止腸病毒疫情擴
散。
相關作業指引已公告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網站，請逕至該署網站專業版/傳染病介紹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
防疫措施/工作指引及教材/腸病毒防治工作
指引項下下載參考使用。

衛生局轉知因應近期氣溫偏高及各區供水警
訊，請各院所檢視環境監控機制及相關應變
程序，說明如下：
根據中央氣象局月長期天氣展望，未來 1 個
月氣溫明顯偏高，請各醫院參考該局舒適度
指數預警標準，檢視院內應變措施及危機管
理作業程序，適時完備環境監控機制與中暑
傷患處理準備。
又因應降雨量減少，醫療院所於限水期間可
能面臨醫療用水不足情形，請依 104 年 3 月
25 日衛部醫字第 1041662226 號函頒「醫院
之旱災、停水、水短缺緊急應變指引」
，做好
因應措施。
如有提供血液透析醫療服務者，應事先擬定
因應缺水之相關措施，以確保民眾就醫權益。

【107 年度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訓
練課程相關資訊】

【辦理藥事照護業務藥師報
備支援應經醫療機構負責醫
師同意】

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7 年
度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訓練課程相關資訊」
，請
各位會員踴躍參加，說明如下：
依據「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
事項」第六點第 8 項規定:【申請辦理成人預
防保健「健康加值」方案者，應有登記執業
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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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辦之執行科別醫師，均應接
受相關訓練通過後，始能取得辦理本方案之
資格。】
國健署委託台灣家庭醫學會規畫辦理「成人
預防保健服務訓練課程」
，邀請更多單位一同
加入推動成人預防保健行列。
詳細課程資訊請參閱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
站之新聞焦點（https://goo.gl/iMUYn8）
，
若有相關問題請洽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李小
姐，電話：02-2331-0774 分機 21。

【勞動部宣導說明】
衛生局轉知有關勞動部宣導醫療院所為所屬
員工申報參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以保障
其權益一案，請會員確實遵守勞基法相關規
定，說明如下（節錄）
：
公立醫療院所及僱用員工 5 人以上且經依法
設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登記之私立醫療院
所，即為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強制投保單
位，應依規定為所僱用員工申報參加勞工保
險及就業保險。
非以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登記之私立醫療院
所，雖非屬勞工保險之強制投保單位，屬自
願投保單位之私立醫療院所，如未參加勞工
保險，仍應為符合就業保險法規定之員工申
報參加就業保險。如未依規定辦理，除了核
處 10 倍罰鍰外，雇主還要賠償勞工請領就保
給付(如失業給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育嬰
留職停薪津貼等第)之損失。
如有加保相關疑義，可逕洽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黃小姐(網址:http://www.bli.gov.tw/，
電話：02-23961266 分機 1673)。

【近期氣溫偏高請檢視院所環境
監控機制及相關應變程序】

食品藥物安全處轉知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轉知為辦理本市藥事
照護業務，有關醫療機構之藥師報備支援一
案，說明如下：
依據食安處 107 年 4 月 24 日弱勢家庭暨獨居
老人藥事及全人健康照護第 1 次專家委員會
議紀錄、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7 年
3 月 12 日健保中字第 1074089741 號函及衛
生福利部 107 年 4 月 18 日衛部醫字第
1070110815 號函辦理。
上揭藥事照護業務由合格之藥事人員，經向
該處報備核准後，定期前往個案住處進行居
家藥事服務，瞭解其健康情況、協助整理藥
物及檢視用藥情形，並提供衛教與藥物諮
詢，以期改善個案疾病狀況。
請各院所依規辦理，藥事人員執行藥事照護
業務，應先經機構負責醫師同意，並檢附「醫
療機構負責醫師同意書」(已放置公會網站)
至該處，經事先報准，得於執業處所外執行
該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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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方使用管制藥品務必確實依
管制藥品相關法規辦理】
衛福部食藥署函請轉知並輔導所屬會員，機
構及醫事人員如欲處方使用管制藥品，請務
必確實依管制藥品相關法規辦理，以免受
罰，說明如下：
近來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
署）及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查獲部分醫師、牙
醫師未領有管制藥品使用執照而處方使用第
一級至第三級管制藥品，或處方使用第一級
至第三級管制藥品時未開立「管制藥品專用
處方箋」
，因而違規受罰。
食藥署及本處重申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醫師、牙醫師使用第一
級至第三級管制藥品，需領有食藥署核發之
「管制藥品使用執照」
，且應開立「管制藥品
專用處方箋」
，其格式亦應符合該署公告之格
式及內容。
另欲購買管制藥品之機構，應依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第 16 條規定向食藥署申請核准登記
發給「管制藥品登記證」
，如登記證之登記事
項變更時，請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辦理
變更登記。
「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可於食藥署網站查
閱（網址：http://www. fda.gov. tw/業務
專區/管制藥品/管制藥品的管理)；管制藥品
管理相關法規及其他相關資訊，請參閱「管
制藥品管理使用手冊」
（食藥署網站/業務專
區/管制藥品）
。另食藥署於「e 等公務員+學
習
平
台
」
網
站
(http://elearn.hrd.gov.tw/mooc/index.p
hp) 亦提供「管制藥品法規概要」及「管制
藥品管理概況」線上學習課程，歡迎多加參
考利用。

【公告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
項」部分分級及品項】
食安處轉知行政院於 10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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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增列 1-( 噻吩-2- 基)-2- 甲基胺丙烷
[1-(Thiophen-2-yl)-2-methylaminopr
opane、Methiopropamine、MPA]為第三
級管制藥品。
(2) 增 列 甲 基 苄 基 卡 西 酮
(Methyl-N-benzylcathinone、Benzedrone、MBC)
為 第 三 級 管 制 藥 品 ， 包 括
2-Methyl-N-benzylcathinone(2-MBC)、
3-Methyl-N-benzylcathinone(3-MBC)及
4-Methyl-N-benzylcathinone(4-MBC)等
三種位置異構物。
自公告日起，尚有留存 MPA 及 MBC 之機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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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會轉知
【全聯會經衛福部核定為
長照繼續教育認可單位】
全聯會向衛生福利部申請成為「長照繼續教
育認可單位」
，衛生福利部於 107 年 5 月 14
日核定為長照繼續教育認可單位，說明如下：
依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
錄辦法第 12 條規定辦理。
請依所訂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課程認
定及積分採認審查作業規範，及前揭辦法附
件四「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實施方式
及積分表」辦理課程審查及積分採認。另請

貴會辦理 106 年 6 月 3 日迄今已開課之教育
訓練課程及積分採認案件時，酌予從寬認定。

【公告長照服務特定項目】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長照服務特定
項目」
，說明如下：
(1)長照機構針對長照服務需要者提供之身
體照顧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家事服
務、臨時住宿服務、住宿服務、醫事照護
服務。
(2)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之喘息服務。
(3)長照需要之評估服務。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院所申
報項目管理專案回饋─單
純性血管整形術管理」乙例
供參考】
全聯會轉知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險醫療院所
申報項目管理專案回饋─單純性血管整形術
管理」乙例，供參考，說明如下：
自健保開辦以來，多承醫界先進共同努力，
讓民眾安心就醫，健保永續經營，成就國際
佳話，本署虔表謝忱。然近年醫療支出成長
幅度驚人，105 年前 20 類檢驗檢查總計支出
達 688 億點，藥費占率亦超過總醫療費用之
四分之一，許多病人到醫療院所看病，其一
系列的生化檢驗、影像檢查花費積少成多，
其中不乏短期內重複受檢項目，用藥也有重
複開立之情事，對於健保財務已帶來沉重負
擔，就臨床需求來說，是否有其必要性，值
得醫界與社會大眾共同省思。
有鑑於此，為促使醫療資源合理分配及合理
的健保給付，本署建置以病人為中心的「健
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及「重要檢驗檢
查項目結果共享制度」
，採取主動提醒功能，
電腦系統會自動提醒醫師該病人近期之治療
情形以及提示病人最近6 個月內之20 類重要
檢查(驗)結果功能，供醫師看診時能同時掌
握病人用藥、檢查(驗)資訊及手術內容，以
落實「雲端共享，健保節流」之理念，共同
維護民眾就醫權益。
基於尊重醫療自主性的前提下，若屬必要執
行，請醫師於病歷上詳細記載，另本署亦將
利用大數據分析篩異管理，以積極防弊，檢
送管理專案之案例如附件，供貴單位參考，
俟後亦將持續提供。本署有責任為全民共有
的健保資源把關，亦期待醫界同仁一起攜手
合作，讓健保永續經營。
本案亦轉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請將全案提
供予轄區內各醫院及其院長參考。
詳細相關內容請上網查閱。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中
訂有使用限制次數及數量規定
表新增醫令代碼KC00990288】
全聯會轉知健保署函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中有訂定診療部位終身使用限制次數或數
量規定項目表新增一醫令代碼(已放置公會
網站)，並請各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配合辦理，

說明如下：
上 揭 新 增 「 Lucentis solution for
injection 10mg/mLin pre-filled syringe」
（醫令代碼：KC00990288）共 1 品項，請轉
知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自費年月 107 年 6 月
起，於申報藥物時，確實配合於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門診、住院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
（三）醫令清單段「診療之部位」欄位填列：
右眼填 R、左眼填 L、雙眼填 B，爾後如仍未
正確申報，自費年月 107 年 9 月起，依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
查辦法第 18 條辦理。

下架勿再販售與使用，並儘速配合回收事
宜。
※衛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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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 年 5 月 10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257
號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奧林柏斯"
止血夾固定裝置組─結紮環」共 2 項暨其
給付規定。
(2)107 年 5 月 10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298
號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尼奧麥迪
克”雷泌克司男性尿道懸吊帶系統」暨其
給付規定。

【台北市醫師公會等單位共同研
定疑似麻疹個案處置建議供參】

(3)107 年 5 月 10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5441
號公告異動含 panitumumab 成分藥品
Vectibix solution for infusion 共 1
品項之支付價暨修訂其藥品給付規定。

全聯會轉知台北市醫師公會與衛生福利部疾
病管制署及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共
同研商並擬定「疑似麻疹個案處置建議」(已
放置公會網站)，供基層診所參考。

(4)107 年 5 月 11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3924B
號函有關全民健康保險已支付特殊材料
「直線型自動縫合器」類別品項共 9 項之
健保支付點數調整一案(詳如附件)，因已
達價量協議所議定之申報數量，爰支付點
數由 10,000 點調整至 9,000 點，並自 107
年 7 月 1 日生效。

【公告修正驗光人員為特定人員
特定狀況下應填(出)具轉介單】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於 107 年 5 月 24 日公
告修正驗光人員為 6 歲以上 15 歲以下者驗
光，發現有特定狀況，或執行業務發現視力
不能矯正者，應出(填)具「轉介單」之格式，
請各(眼科)會員院知悉。

用藥相關規定
※衛福部 107 年 5 月 14 日公告發布「鈦合金
加長型伽瑪髓內釘組(長度 180mm 以上)為
全民健康保險自付差額之特殊材料品項類
別」
，並自 107 年 6 月 1 日生效。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7 年 5 月 15
日書函「Lamotrigine 成分藥品」
、5 月 11
日「Methotrexat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
險溝通表已發布於該署網站，相關訊息刊
登 全 聯 會 網 站 。 或 至 該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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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轉知有關「亞星國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未經核准輸入藥品「維生素 D3 膠囊」
一案，請各位會員知悉並配合將前揭藥品
回收，說明如下：
案係民眾陳情上揭公司未經核准輸入維生
素 D3 滴劑及膠囊，經衛生局 107 年 4 月
26 日至「小太陽藥局」(臺中市東勢區)查
核，現場查獲旨揭公司輸入之「維生素 D3
膠囊」(Amount Per Serving：5,000IU，
用法：每天 1 顆)，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公告之「含維生素產品認定基準
表」
，該產品每日用量 5,000IU 已高於基準
不以藥品列管之上限 800IU，核屬藥事法
第 22 條之禁藥。
本案回收係屬第ㄧ級危害，為保障民眾用
藥安全，請各會員，如有案內產品請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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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7 年 5 月 14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344
號 公 告 修 訂 含 「 Daclatasvir （ 如
Daklinza ） 及 asunaprevir （ 如
Sunvepra ）」、「 Ombitasvir/parita
previr/ ritonavir（如 Viekirax）及
dasabuvir ( 如 Exviera) 」 、
「 Elbasvir/grazoprevir （ 如
Zepatier）」、「Sofosbuvir/ledipasvir
（如 Harvoni）」及「Sofosbuvir（如
Sovaldi）
」成分藥品之給付規定。
(6)107 年 4 月 26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271B
號函有關本保險收載之 Jardiance Duo
Film-Coated Tablets 5mg/500mg 、
5mg/850mg、5mg/1000mg、12.5mg/500mg、
12.5mg/850mg、12.5mg/1000mg 等 6 品項
之價格異動情形。
(7)107 年 4 月 27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274
號函有關107 年5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藥品
價格之異動情形(共 55 項)，已置於該署
全球資訊網/藥材專區/藥品/健保用藥品
項，請自行下載。
(8)107 年 4 月 30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4423
號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美德凡司"
北極日溫控傳遞墊─傳遞墊」及「"卓邇"
溫度調節系統及其附件─導管組」暨其給
付規定。
(9)107 年 5 月 1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76034A
號函有關本保險已給付特殊材料「"恩提
愛"舒麗特爾顱內血管重建裝置」類別品
項共 5 項之健保支付點數調整乙案，因已
達價量協議所議定之申報數量，爰支付點
數由 127,433 點調整至 122,698 點，並自
107 年 7 月 1 日生效。
(10)107 年 5 月 8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306
號公告專利權期滿日於每年第一季之第
二大類藥品支付價格調整品項共 18
項，其支付價格調整生效日為 107 年 6
月 1 日。
(11)107 年 5 月 1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367
號公告暫予支付新增及異動「全民健康
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藥物

品項計 250 項。
(12)107 年 5 月 1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5564
號公告暫予支付含 tofacitinib 成分藥
品 Xeljanz XR Extended Release
Tablets 11mg 共 1 品項。
(13)107 年 5 月 18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5660
號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聯合"股小
球-再置換型」等 2 項暨其給付規定。
(14)107 年 5 月 2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06594
號公告新增全民健康保險特材自付差額
類別「鈦合金加長型伽瑪髓內釘組(長度
180mm 以上)」之品項「"史賽克"伽瑪三
股骨固定系統-長釘組」與「"信迪思"
髓內釘植入物/近端長股骨髓內釘/長釘
組」等 2 項，自 107 年 6 月 1 日生效。
(15)107 年 5 月 2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5428
號函有關 107 年 6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藥
品價格之異動情形(共 212 項)，業置於
該署全球資訊網/藥材專區/藥品/健保
用藥品項，請自行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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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益乳膏
2% SCHEREE CREAM "BOWLIN" (衛署藥製
字第 021573 號)」(批號 107-1503 及
107-1504)、
「麻舒痛 乳膏 Lidopin Cream
( 衛署藥製字第 048067 號) 」( 批號
451-1516 及 451-1521)。
(2)尼斯可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廠藥品「得他隆
錠 DELTALONE TABLETS (內衛藥製字第
008170 號)」(批號 D03601、D03602 及
D03603)。
其他項目：
(1)公告註銷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茵創菲爾"注射架(未滅菌)」
（衛
部醫器輸壹字第 017004 號）
、醫療器材許
可證。
(2)公告註銷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克羅風膜衣錠(待克菲那)（衛署藥
製字第 024306 號）
」等 10 件藥品許可證。
(3)公告註銷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康必安注射液（內衛藥製字第
003712 號」等 4 件藥品許可證。
(4)公告註銷永豐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力黴素膠囊 150 公絲（衛署藥製字
第 003851 號）
」等 10 項藥品許可證。
(5)公告註銷輝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贊安諾持續性藥效錠１毫克（衛署藥輸
字第 021699 號）
」藥品許可證。
(6)公告註銷旭富製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桃
園 廠 持 有 之 「 洛 普 芬 鈉 (Loxoprofen
SodiumHydrate "SCI" )」藥品許可證。

(7)公告註銷科云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科云”閉合用傷口敷料(未滅
菌)」(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3569 號)等 8
張醫療器材許可證、
「"科云" 護頸 (未滅
菌)」
（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4084 號）
、
「"
科云" 軀幹裝具 (未滅菌)」(衛署醫器製
壹字第 004310 號)、
「"科云" 肢體裝具
(未滅菌)」(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4311
號)。
(8)公告註銷兆慶醫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兆慶”放射線造影頭部固定器(未滅
菌)」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 005142 號）
、"
仁福" 放射線造影固定裝置 (未滅菌)」
（衛部醫器陸輸壹字第 002433 號）
、
「"
仁福" 放射線造影固定裝置 (未滅菌)」
（衛部醫器陸輸壹字第 002433 號）
、
「"
邁德菲明"放射線造影固定裝置 (未滅
菌) 」（衛部醫器陸輸壹字第 002221
號）
、
「"邁得菲明" 病患固定用低溫熱塑
性模材及附件 (未滅菌)」
（衛部醫器陸
輸壹字第 002253 號）
、
「"兆慶"義肢及裝
具用附件(未滅菌)」
（衛部醫器陸輸壹字
第 005143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
(9)公告註銷寰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媚芙柔注射架(未滅菌)」
（衛部醫器製
壹字第 006430 號）
、
「"寰波"注射架(未滅
菌)」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 005978 號）醫
療器材許可證。
(10)公告註銷普惠醫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普惠”檢驗手套（未滅菌）
」
（衛署
醫器製壹字第 000111 號）醫療器材許可
證。
(11)公告註銷大田儀器有限公司持有之「"
大田牌"肢體固定夾板(未滅菌)」
（衛署
醫器製壹字第 001007 號）
、
「"大田"軀幹
裝具 (未滅菌)」（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0826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
(12)公告註銷西羅亞生技有限公司持有之
「必爾曼鈣衛蛋白酵素免疫分析試劑
組」
（衛署醫器輸字第 024542 號）醫療
器材許可證。
(13) 核准變更華貿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華貿”康格-優膠囊(衛署藥製
字第 043590 號)」等 5 張藥品許可證。

上網查詢下載
※衛福部107年4月27日修正發布「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辦法」
，相關訊息亦刊登全聯會網
站，請上網查詢網站。
※衛生福利部於107年5月11日訂定發布「通
訊診察治療辦法」
，相關訊息刊登全聯會網
站及台灣醫界雜誌。
※衛生福利部公告更新安全針具品項清單
案，說明如下：
本清單與相關資料將陸續建置於衛生局網
頁「專業服務->醫事管理->安全針具專
區」
。
※衛福部修正發布「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七十九條附件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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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條附件三、第八十一條附件四、第八
十二條附件五、第八十三條附件六、第八
十四條附件七，並自107年1月1日生效。
修正總說明及修正項目已置於衛生福利部
全球網站(http://law.moj. gov.tw/News/
news_detail.aspx?msgid=140381)，路徑
為:首頁>法令規章>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
命令，請自行下載。

第25 屆第14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2018 年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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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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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名。
指 導：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
王碧蘭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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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查本會 2018 年 4 月份經費收支。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研議本會 4F 會館會議室改裝事宜。
決議：請彤樺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依據與會人
員意見，考量現有辦公空間規劃秘書
長辦公室，另費用報價預算書內容將
產品規格、材質列出後，併提下次理
監事會研議討論。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三、擬舉辦會員「秋季二日遊-澎湖」
，提倡
會員及眷屬康樂活動，行程、費用及辦
理細節，請議決案。
決議：(1)日期：2018 年 10 月 20 日(六)、
10 月 21 日(日)。
(2)行程內容照案通過，費用每位 9700
元(2 人房型費用)，補助參加會員
新臺幣 2000 元及 1 名眷屬 1000 元
【限配偶或直系親屬-父母或子女】
。
提案單位：理事會
四、全聯會函請各縣市公會推薦符合台灣醫
療典範獎受獎資格者(7 月 31 日前)，俾
於第 71 屆醫師節表揚，請討論案。
決議：醫院服務醫師候選人-推薦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吳錫金院長(目前擔任中
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院長)，基層
醫師候選人-與會人員一致推薦鐘坤
井顧問。
註：(1)經聯繫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表
示：吳錫金院長已由該院具名推
薦(公會將全力支持)。
(2)鐘坤井顧問表示將機會讓予中
青代醫師，婉謝推薦。
提案者：高嘉君理事
附議者：黃建仁理事
五、要求臺中市醫師公會除了特殊情況外，
任何文宣或手冊等資料，只標註西元年
份，完全廢除民國年份的標註！
決議：(1)在不違反國家法令下，為與國際接

軌，本會改用西元年份。
(2)建議全聯會。
提案單位：理事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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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者：鄭煒達監事
附議者：蘇主光理事
一、請衛生局轉請所轄衛生所及相關單位協
助解決醫療機構配合政府政策所遇到行
政作業困擾案。
決議：(1)會中醫事管理科王碧蘭技正說明：
開立公費流感抗病毒使用藥劑只
要於七日內（不限定星期三）至
MIS(流感抗病毒藥劑管理系統)執
行藥物使用回報作業即可。
(2)目前並無其他院所有類似之情
事，衛生局將會協助鄭煒達監事處
理相關事宜。
肆、散會：1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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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醫療爭議問卷
3.5 月科管理各科決議事項
（僅寄基層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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