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摘要

頁面

11/24 演講會

(1)精準醫學之臨床應用
(2)胰臟癌的最新治療

2020/01/05 羽球聯誼社會員雙打賽暨
代表隊選拔會
聽見台灣 2019 忘年音樂會

P1

華山基金會 JJ 邀你一起支持送愛到家
公告修正「臺中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標
準表」(108/10/5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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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01 起擴大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
用藥條件
P2
自費疫苗接種資料登錄疾管署 NIIS 系
統上傳匯入方式比照常規疫苗
管制藥品簿冊登載事項請依規定辦理
以免受罰
診所違規態樣 各院所注意以免受罰
各單位學術活動訊息
中區分會各科管理會議
活動後報導
衛生局轉知
疾管署制定肺炎黴漿菌感染症傳染病
介紹重點摘述供參
加強登革熱疫情防治通報及警覺
疾管署修訂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預防接種
建議
肥胖 100 問+小冊下載供參
公告特色醫療機構進駐新竹生醫園區
申請須知
全聯會轉知
衛福部採納全聯會建議：刪除醫師意見
書得以三個月內之相關病歷摘要或診
斷書替代之規定
個人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之須長
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資格
協助加強宣導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
照護方案
用藥相關規定

11 月 24 日（13:30-15:30）

P3

本會訂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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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臺中榮民總醫院
醫學研究部蕭自宏副研究員主講：
「精準醫學
之臨床應用」
。
第⑵場（14:30-15:30）由台中市防癌協會聘
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一般外科及達文西
微創手術中心彭正明主任主講：
「胰臟癌的最
新治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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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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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P4-P5
P5
P5-P6

上網下載/查詢

P6

理監事會紀錄

P6-P7

本次寄發相關附件明細

P7

2020 年全國醫師盃羽球錦標賽訂於 3 月 15
日舉行(高雄市醫師公會主辦)。
本會羽球聯誼社訂於 1 月 5 日舉辦會員個人
雙打賽暨代表隊選拔，請踴躍報名參加。
當天賽後召開社員大會(地點暫訂福華飯店含餐敘)。
日期：2020 年 1 月 5 日(日)
13:30 報到、14:00 比賽
地點：優漾複合運動會館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207 號）
2020 年 1 月 5 日會員雙打賽，歡迎踴躍參加，
並請於 12/2 前逕向公會李妍禧小姐報名(可
用電話 04-23202009 或羽球聯誼社群組)，各
組別及相關規定如下 :
◎個人雙打賽組別：
(1)會員組：會員自由報名(二人一組)。
(2)理監事組：理監事（含曾任）自由報名，
由委員會公開抽籤搭配。
(3)夫妻組：報名未達三組（含）則取消。
(4)會員女子組：報名未達三組（含）則取
消。
◎代表隊選拔：個人雙打會員組冠、亞軍為
當然代表隊，其餘名單由羽
球委員會徵召。
◎比賽獎勵：視報名人數決定名額優勝者給
予獎盃或獎品。

聽見台灣 2019 忘年音樂會
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日)
程序：17:00-17:20 入場
17:20-17:30 理事長致歡迎詞
17:30-18:30 音樂欣賞
18:30-20:30 餐敘、貴賓介紹、醫療
奉獻獎頒獎、摸彩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 B2 長榮廳。
費用：限本會會員及眷屬，入場券不分票價
每張 500 元(含晚餐)。
報名：請填妥報名表後，於 11/25(一)前完
成購票手續，活動當天恕不開放現場
購買入場券(邀請函已於 10 月底專函
寄出)。
註：因場地規劃，限 400 位名額，請提早入
場，以免影響演出。
歡迎洽公會陳小姐（23202009）報名並購買
入場券！

華山基金會 JJ 邀你
一起支持送愛到家
台灣有許多弱勢長輩需要你我一同關懷，支
持華山基金會老人到宅服務，一起用愛心溫
暖長輩的心。
華山基金會請本會協助發佈 2020『愛老人愛
團圓』愛心回覆單(附件 2.)，相關事宜請洽
基金會台中市 A 區江小姐，電話
(04)2473-4843。

公告修正「臺中市西醫醫療機構
收費標準表」(108/10/5 生效)
衛生局公告修正「臺中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
標準表」
，並自 108 年 10 月 5 日起生效，說
明如下：
依據 108 年 7 月 24 日臺中市政府第五屆醫事
審議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及本局 108 年 10
月5 日中市衛醫字第10801012031 號令辦理。
為因應醫療機構執行醫療業務，並使本轄醫
療機構對於收費金額有所依循，爰修正「臺
中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內容如下：
(一)為因應醫療機構提供眼科驗光及配鏡處
置之執行，新增於本表第十二項「眼科
驗光及配鏡費」項下，並分列驗光檢查
費及配鏡處方費，共計新增十一項。
(二)為因應醫療機構受理保險業調閱病歷資
料業務，新增「各類保險業查卷費」
，增
列於本表「八、診斷書」項下。
(三)為使本收費標準分類更臻明確，將前次
審議通過之預立醫療諮商費自「十一、
其他」項下獨立出，並修正為「十一、
預立醫療諮商費」
，配合修訂「十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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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四)配合本次審議案件修訂臺中市醫療機構
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於附
註第四條第二款，修正健保給付亦未列
入之自費項目之收費原則及刪除附註第
五條國際醫療收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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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可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爰上，如有需向病患收取各
項醫療自費項目，應依規向衛生局報請核定
後始得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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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收費標準表，本會印製完成後將專
函寄發各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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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自 108 年 10 月
21 日起生效，說明如下：
依據 108 年 7 月 24 日臺中市政府第五屆醫事
審議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及本局 108 年 10
月 21 日中市衛醫字第 10801052441 號令辦
理。
「臺中市醫療機構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參
考原則」修正內容如下：
(一)健保給付項目，但不符合健保給付規定
者，由原依健保支付標準二倍以下之範
圍內核定收費，修正為依健保支付標準
二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費逕予收費
(修正規定第二點第一款第二目)。
(二)參照本市轄內醫療機構核定收費金額
者，由原衛生局首次核定收費之一點二
倍以下核定收費，修正為由衛生局核定
之收費金額內逕予收費(修正規定第二
點第二款第二目)。
(三)相關審查作業程序要件，由收費金額逾
本市衛生局已首次核定金額一點二倍，
修正為收費金額逾本市衛生局已核定金
額者(修正規定第二點第二款第六目)。
(四)因應轄內醫療機構施行特定醫療技術檢
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內
細胞治療技術，為促進轄內醫療機構醫
事服務之發展、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及加
速行政作業辦理流程，新增細胞治療技
術收費項目核定原則(修正規定第二點
第二款第七目)。
(五)配合轄內醫療機構推展國際醫療，為使
醫療機構能更明確有所依循其收費核定
原則，相關規定由原臺中市西醫醫療機
構收費標準表內，移至本原則內(修正規
定第二點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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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可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爰上，如有需向病患收取各
項醫療自費項目，應依規向本局報請核定後
始得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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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01 起擴大公費流感
抗病毒藥劑用藥條件
衛生局轉知本(108)年 11 月 1 日起擴大公費
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條件，說明如下：
依據本年9 月23 日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
詢會流感防治組第 42 次會議決議及本年 10
月 23 日諮詢委員結果，自本年 11 月 1 日起
擴大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用藥條件，擴大條件
為「有發燒之類流感患者，且家人/同事/同班同
學有類流感發病者」1 項(相關訊息已掛網公會
網站)。

有關「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對象一覽表」
請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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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自
下載瀏覽。

自費疫苗接種資料登錄疾管
署 NIIS 系統上傳匯入方式
比照常規疫苗
疾管署轉知為協助民眾及院所工作人員保存
其完整疫苗接種紀錄，請各地方衛生局全力
推動轄內醫療院所將自費疫苗接種資料登錄
本署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
，
上傳匯入方式比照常規疫苗，以利院所提供
適切接種服務及國家防疫工作推動，說明如
下：
為鼓勵國人依自身風險主動接種適當疫苗，
以進一步提升健康保護，衛生福利部傳染病
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針對各類對象訂有相
關疫苗接種建議。如針對 1981 年(含)以後出
生之醫護相關工作人員、工作性質會頻繁接
觸外國人及規劃前往麻疹流行地區者，建議
自費接種 1 劑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
（MMR）疫苗。
惟該署於本（108）年度進行麻疹群聚事件之
疫情調查時，發現雖 107 年曾調控市面 MMR
疫苗供應各醫院較高風險工作人員優先接
種，醫療院所卻未能妥善保存人員接種紀
錄，相關資料管理分散，查找不易，致未能
透過掌握接觸者之接種史，迅速採行各項防
疫補強措施。
又，民眾目前可透過全民健康保險署建置之
「健康存摺」查詢過往公、自費疫苗接種史，
該系統接種資料係由 NIIS 介接，惟本署常接
獲民眾反應於該系統查無過往自費疫苗接種
資料，經查係因院所未將就醫個案自費接種
疫苗紀錄上傳 NIIS，致使民眾預防接種資料
分散於不同醫療院所，無法取得完整接種紀
錄因應後續使用之需。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29 條第1 項規定及基於
預防接種紀錄為個人重要免疫證明及疾病防
治之重要資訊，請貴局積極輔導轄內醫療院
所比照常規疫苗，透過健保或媒體交換方
式，將院內工作人員及民眾之自費疫苗接種
紀錄上傳匯入 NIIS；NIIS 系統採全國資料集
中化管理，目前已可提供醫療院所查詢，進
而提供個案適當的疫苗接種服務，使其瞭解
自身之免疫狀況，同時有利醫療院所感染管
控作業，並可因應國家防疫需求。

請協助再予宣導轄內院所善加運用 NIIS 之
「醫療院所預防接種紀錄查詢子系統」查核
比對民眾之接種史，藉以提升疫苗接種服務
品質。該查詢子系統之操作說明，可於疾管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cdc.gov.tw)
「預防接種」專區之「疫苗資訊」單元查詢。
另為利醫療院所配合上傳前揭疫苗接種資
料，請轉知轄區衛生所/健康服務中心協助提
供轄區相關院所附件資訊，同時輔導比照兒
童常規疫苗以健保上傳或媒體匯入方式，將
32 接種資料上傳 NIIS（匯入格式照常規疫
苗）
，該署將定期回饋轄內執行成果予衛生
局。

管制藥品簿冊登載事項
請依規定辦理以免受罰
衛生局轉知有關管制藥品簿冊登載規定，請
會員應確實依法辦理，以免遭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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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同條例施行細則
第 25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5 目、第 6 目，以及
第 3 款規定：
「二、收入及支出資料，包括收
入或支出之日期、原因、數量及下列事項：
（五）支出原因為調劑、使用第一級至第三
級管制藥品者，並應逐日詳實登載病人姓名
（或病歷號碼、飼主姓名）及其領用數量。
（六）支出原因為調劑、使用第四級管制藥
品者，並應逐日詳實登載總使用量。三、結
存數量。」
。又依「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
第 3 條規定：
「本準則所稱調劑，係指藥事人
員自受理處方箋至病患取得藥品間，所為之
處方確認、處方登錄、用藥適當性評估、藥
品調配或調製、再次核對、確認取藥者交付
藥品、用藥指導等相關之行為。」
。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之
立法意旨略以，為加強管制，了解管制藥品
之流向，增訂設簿登記之程序；藉由簿冊上
詳實登載每日管制藥品收支結存情形，與實
際盤點量作比對，可即時確認藥品流向之正
確性。若尚未完成藥品之調劑，即預先於簿
冊登載調劑支出之情形，致簿冊所登載支出
之「日期」
、
「原因」及「數量」等資料皆與
事實不符，其已違反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相關
規定。
管制藥品簿冊登載事項依法應與事實相符，
因應醫療資訊電子化趨勢，領有管制藥品登
記證者，擬使用電腦登載管制藥品收支結存
情形，其電子文件內容應符合「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之規定，且於輸入
電腦後，建議其將紀錄內容列印成紙本，以
確保資料不被任意更改，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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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
載應依上述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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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違規態樣，各院所注意
以免受罰
全聯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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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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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名目向保險對象收取費用。
2.有未依處方箋、病歷或其他紀錄之
記載提供醫事服務暨未經醫師診斷
逕行提供醫事服務。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1.特管辦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由保險
人予以違約記點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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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分

1.違約記點 1 點。
2.不給付醫療費用 3,476 元；併扣減
10 倍醫療費用 34,760 元。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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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智慧醫療提升照護品質
日期：11 月 30 日(六)13：30~15：30
地點：分區同步視訊(中區場次)
單向會場：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立夫教學大樓 105
講堂(育德路 29 號) 名額 150 名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行政大樓 10 樓會
議室（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名額 70 名
◎臺中榮民總醫院婦幼大樓 2 樓第八會場
（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名額 70 名
相關學分申請中，線上報名請至全聯會網站
（http://www.tma.tw/regsys/index.asp）
連絡人 02-27527286 分機 112 郭小姐。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中區分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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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演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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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醫院皮膚科賴柏如醫師主講：
「治療異位性
皮膚炎：現今與未來」
。第⑵場臺中榮民總醫
院耳鼻喉頭頸科劉時安醫師主講：
「耳鼻喉科
最新的治療」
。第⑶場由台田藥品股份有限公
司聘請陳宏麟診所陳宏麟院長主講：
「Canaglifiozin and renal outcomes in
type2 diabetes and nephropathy」
，參加會
員計 121 名。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家醫科古庭瑜醫師
與郝建杰先生於 10 月 3 日結婚登記，本會
致贈賀儀誌慶。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診斷科吳舒評
醫師與陳偉格先生於 10 月 13 日舉行結婚
典禮，本會致贈賀儀誌慶。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內科許登傑醫師與
陳昭蓉小姐於 10 月 26 日舉行結婚典禮，
本會致贈賀儀誌慶。

秋季旅遊「海外首發團」
日本沖繩之旅
10 月 18、19、20 日舉辦「2019 秋季旅遊活
動～沖繩三日」
，10 月 18 日清晨 05:30 桃園
機場第二航站 3 樓出境大廳集合，陳文侯理
事長帶隊，參加會員及眷屬共 80 名，由台灣
桃園機場出發，於日本沖繩那霸機場入境，
沖繩縣醫師會安里會長率領理事、觀光小姐
接機表達熱忱。後接續開啟本會秋季旅遊「海
外首發團」的樂章。
隨即搭車前往世界遺產「座喜味城」
、參訪「琉
球村」觀賞琉球王國時代沖繩的傳統文化太
鼓表演及舞蹈，東南亞最大的鐘乳石洞「玉
泉洞」
、祈求平安幸福的神社「波上宮」
、古
色古香的古城「首里城跡(外城) 」
，在「美
麗海水族館」世界第三大的黑潮之海大型
水族箱前欣賞海洋生物的英姿，站在貝殼
博物館展望台上遠眺「古宇利島大橋」俯
瞰海景…。
滿滿三天、滿滿行程，當然免不了到國際大
街上採購當地土特產，再次將所有滿滿的歡
笑、滿滿的幸福裝回台灣台中。

◎◎福壽綿綿◎◎
10 月份生日會員 430 名，本會均寄精美生日
卡以表祝賀，滿 65 歲以上會員計宋文舉、郭
溪泉、許文樞、朱舜天、張達權、賴興德、
柯麗鏞、林燄、簡聰池、謝旭榮、楊文智、
吳有路、紀邦杰、陳志毅、林崇義、徐清池、
林義雄、林勝輝、陳敏智、黃藩、張繡耀、
周湘台、陳明豐、李文俊、許重義、楊良雄、
傅宗弼、鄭名宏、王繼富、洪清一、張仲岳、
黃文豊、鄭燿賢、林國慶、文學仁、廖光毅、
延樹範、郭名隆、劉宏輝、丁紀台、劉中亮、
林正夫、呂克桓、陳神洲、張永賢、林榮耀、
陳哲恆、陳學明、潘哲雄、吳淑貞醫師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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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局轉知
【疾管署制定肺炎黴漿菌感染症
傳染病介紹重點摘述供參】
衛生局轉知疾管署制定之「肺炎黴漿菌感染
症」傳染病介紹，供各會員參考，說明如下：
因應近日媒體報導有關肺炎黴漿菌抗藥性 1
事，疾病管制署業於本（108）年 10 月 7 日
發布致醫界通函「減緩肺炎黴漿菌抗藥性產
生及預防感染，籲請合理使用抗生素並加強
民眾留意個人衛生之衛教」
。
疾病管制署並參考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網站等
相關資訊，編寫上揭傳染病介紹並置於該署
全球資訊網，以提升國人對肺炎黴漿菌感染
症之認知。重點摘述如下：
(一)肺炎黴漿菌（Mycoplasma pneumoniae）
是一種非典型的細菌，透過飛沫傳播，
常造成呼吸道的輕微感染，亦為社區性
肺炎常見的致病菌之一。因其造成的肺
炎和一般的肺炎不一樣，通常症狀較輕
微 ，所以 又稱為 「會 走路的 肺炎 」
（walking pneumonia）
。
(二)治療建議：
１、因為肺炎黴漿菌沒有細胞壁，許多
常見的抗生素，如β-內醯胺類抗生
【2019 年 11 月，第 3 頁，共 7 頁】

素（beta-lactams）
，對它無效。
２、一般建議的首選治療藥物為巨環類
抗生素（macrolides）
，替代性藥物
為氟喹諾酮類（fluoroquinolones）
抗 生 素 或 四 環 黴 素 類
（tetracyclines）抗生素。
３、惟近來各國研究顯示肺炎黴漿菌對
巨環類抗生素的抗藥性有增加的情
形，治療的困難度隨之上升，故建
議對於疑似感染肺炎黴漿菌之病患
如須使用抗生素，請考量其年齡與
臨床表徵嚴重度，並參考台灣感染
症醫學會與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
學會共同發行之「台灣肺炎診治指
引」及台灣兒童感染症醫學會之「兒
童社區肺炎處置建議」等國內臨床
指引進行治療。
上揭傳染病介紹已置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
網/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依法定
傳染病/其他傳染病項下，請逕查詢參考。

【加強登革熱疫情防治通報
及警覺】
衛生局轉知疾管署公布本市西屯區協和里出
現今（108）年第 1 例本土登革熱病例，為強
化登革熱疫情防治，請加強通報警覺，並落
實院區孳生源清除工作，說明如下：
該本土登革熱病例，經檢驗血清型別為第二
型，請各位醫師持續提高警覺，如遇有疑似
登革熱症狀如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
痛、關節痛、骨頭痛、出疹等（部分個案有
腹瀉症狀）之個案，請務必詢問 TOCC 並迅速
進行通報。
由於登革熱個案在發病前 1 天至發病後 5 天
為具傳染性之病毒血症期，第一線醫療單位
可視需要使用「登革熱 NS1 快速診斷試劑」
快速得到臨床診斷參考，可減少疑似病例之
就醫次數和縮短隱藏期，有效防範登革熱疫
情蔓延。
鑒於登革熱病人多前往醫院就醫或住院，請
醫院務必落實院區戶外及室內孳生源清除工
作，以避免造成登革熱群聚事件發生
有關登革熱相關資訊，敬請參閱疾病管制署
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
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登革熱項
下資訊。
衛生局另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1
月 5 日公布，近期國內登革熱新增 16 例，包
含 1 例本土病例與 15 例境外移入，並提醒中
國疫情上升且處高峰，今年截至 9 月累計超
過 1.4 萬例，創下近 5 年同期新高，請各院
所加強通報警覺，說明如下：
依據疾病管制署疫情監測資料，中國登革熱
疫情上升且處高峰，從 5 月中旬每週新增報
告逾百例，7 月後病例數明顯上升，8 月底每
週新增已逾千例，今年截至 9 月累計 29 省、
逾 1.4 萬例，高於 2015 至 2018 年同期。
針對中國疫情方面，目前評估由於 10 月為往
年高峰，全球疫情持續，往來頻繁，以及南
方氣溫條件有利於病媒孳生，因此 10 至 11
月當地的本土疫情將持續上升。
截至 9 月 22 日，中國本土登革熱累計 13 省、
逾 7800 例，分布以雲南、廣東、江西皆超過
千例為多，以登革病毒第一型為主，7 成為

20 至 59 歲族群。
國內登革熱疫情，目前鄰近國家疫情仍處高
峰期或流行期，近一個月境外移入新增個案
的感染國家以越南、柬埔寨、泰國為多；而
本土疫情則是有新北市樹林區、台中市西屯
區、台南市東區及仁德區、高雄市鳳山區持
續監測中。
由於登革熱個案在發病前 1 天至發病後 5 天
為具傳染性之病毒血症期，第一線醫療單位
可視需要使用「登革熱 NS1 快速診斷試劑」
快速得到臨床診斷參考，可減少疑似病例之
就醫次數和縮短隱藏期，有效防範登革熱疫
情蔓延。
有關登革熱相關資訊，敬請參閱疾病管制署
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
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登革熱項
下資訊。

【疾管署修訂醫療照護工作
人員預防接種建議】
衛生局轉知有關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修訂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預防接種建議」案，請
會員依循辦理，說明如下：
上揭預防接種建議修訂重點，係參考國際相
關文獻，並徵詢國內專家委員意見後，增修
對醫療照護工作人員之麻疹、腮腺炎、德國
麻疹疫苗（MMR）接種建議及判斷對麻疹/德
國麻疹是否具有免疫力的操作型條件，說明
如下：
(一)補接種建議：1981 年（含）以後出生之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若不具有麻疹或德
國麻疹免疫力，建議補接種 1 劑 MMR 疫
苗。
(二)判斷對麻疹及德國麻疹是否具有免疫力
的操作型條件１、曾經由實驗室診斷確
認感染麻疹及德國麻疹者；或２、至少
曾注射過 2 劑麻疹、德國麻疹疫苗，且
有疫苗接種紀錄者（須為出生滿 1 歲後
曾經注射過 2 劑含麻疹及德國麻疹的活
性減毒疫苗，且 2 劑間隔 28 天以上，且
最後一劑疫苗接種距今<15 年）
；或３、
具有麻疹、德國麻疹抗體檢驗陽性證
明，且檢驗日期距今<5 年。
鑑於接種ＭＭＲ疫苗是預防麻疹感染的最有
效措施，並考量國內外疫情現況與傳播風
險，請貴公/協會轉知所屬會員依據疾病管制
署公布之建議積極辦理，評估所屬場域中會
接觸病人的第一線醫事及非醫事人員（含其
他常駐工作人員《如:書記、清潔人員、傳送
人員、掛號人員及批價人員等》
）是否具有麻
疹免疫力，並請無免疫力者應儘速完成接
種，以保護病人及工作人員健康。
本次其他修正內容另包括「流感疫苗」
、
「白
喉、破傷風、百日咳疫苗」及文字修正等。
旨揭預防接種建議公布於該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首頁/傳染病與
防疫專題/醫療機構感染管制/醫療機構感染
管制措施指引項下，提供各界自行下載運用。

【肥胖100 問+小冊下載供參】
全聯會轉知國民健康署出版之「肥胖 100 問
+」小冊，歡迎下載使用，說明如下：

為提供民眾肥胖防治相關知能及醫療專業人
員獲取如何衛教病患的資訊，健康署與台灣
肥胖醫學會及臺灣兒科醫學會共同出版旨揭
小冊，包括「瘦在起跑點-媽媽瘦寶寶瘦」
、
「小
時候胖就是胖」
、
「童年要動不要胖」
、
「突破
減重瓶頸」
、
「對付減重的招數」等等，藉此
促進民眾正視健康體位的重要並落實健康行
為，以降低肥胖相關慢性疾病負擔及死亡率。
上揭小冊(含電子書)下載網址：健康署官網
(首頁/健康學習資源/文宣手冊/健康手冊專
區 / 「 肥 胖 100 問 + 」 小 冊 ；
https://www.hpa.gov.tw/Pages/EBook.asp
x?nodeid=4087 )。

【公告特色醫療機構進駐新
竹生醫園區申請須知】
衛生局轉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特色醫療機構進駐新竹生醫園區申請須
知」業公告於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網站，受理申請期限為 108 年 10 月 28 日
至 12 月 27 日止。

全聯會轉知
【衛福部採納全聯會建議：刪
除醫師意見書得以三個月內
之相關病歷摘要或診斷書替
代之規定】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採納全聯會意見，修
正「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刪
除「醫師意見書得以三個月內之相關病歷摘
要或診斷書替代之」等文字，說明如下：
106 年 6 月 2 日衛生福利部公告「長期照顧
服務法施行細則」
，其中第二條第二項「前項
意見書得以三個月內之相關病歷摘要或診斷
書替代之。」
；惟查醫師意見書是對病人做整
合性服務評估與諮詢，而「診斷書」及「病
歷摘要」往往只會註明個案的疾病狀態，對
於長期照護資訊提供有限；加以「醫師意見
書」
、
「病歷摘要」
、
「診斷書」之格式與內容
本不相同，其使用之用途亦有異，且已逾越
母法授權範圍。
經全聯會多次行文衛生福利部表達建議刪除
該項不合理規定，全聯會邱理事長泰源並在
立法院透過質詢、凍結預算、臨時修正動議
等努力，現獲衛生福利部採納，刪除「醫師
意見書得以三個月內之相關病歷摘要或診斷
書替代之」規定。

【個人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
除額之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
能者資格】
全聯會轉知「個人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之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資格」
，業經衛福
部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公告發布，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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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本規定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目之 7 規定訂定之。
二、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得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規
定減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一)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
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得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資格之
被看護者。
(二)身心失能者依長期照顧服務法(以
下稱長服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接
受評估，其失能程度屬長期照顧（照
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
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
務）給付及支付基準所定失能等級
為第二級至第八級，且使用上開給
付及支付基準服務者。
(三)身心失能者於課稅年度入住住宿式
服務機構，全年達九十日者。住宿
式服務機構包含老人福利機構、國
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榮譽
國民之家(前二者機構之安養床皆
除外)、身心障礙住宿式機構、護理
之家機構(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
理之家)、依長服法設立之機構住宿
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設
有機構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協助加強宣導居家失能個
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函請協助加强宣導及
推動「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
，說
明如下：
上揭方案推動迄 10 月底，全國加入方案之醫
師約 270 名，與原訂目標至少 700 名醫師加
入(以 1 名醫師收案 200 名估算)，尚有成長
空間。派案人數僅 2,100 餘名，佔長照服務
使用人數 0.9%，與原訂目標 50%之長照服務
個案進入本方案，尚有大幅進步空間。
請各院所加強宣導及積極推動，增加服務量
能，以利長照與醫療照護服務整合模式之建
立。

用藥相關規定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含「CDK
4/6抑制劑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
上 揭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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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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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61841
號公告副本，公告暫予支付含 bacitracin
成 分 藥 品 Bacitracin Ophthalmic
Ointment。

(2)108 年 10 月 3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13867
號 函，有 關鴻汶 醫藥 實業有 限公司
「 Apo-Ranitidine
150mg
F.C.
Tablets(衛署藥輸字第 020323 號)(批號
NA3627、NE8861、NP5652、NV9126、PY9164)
經主管機關認定係屬第二級危害回收。
(3)108 年 10 月 4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6250
號函，有關給付之特殊材料醫療器材許可
證有效期限於 108 年 8 月 31 日前屆滿，
且經廠商回復不展延及自請註銷許可證
者，健保屬自 108 年 12 月 1 日起取消給
付(共計 39 項)案。
(4)108 年 10 月 5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6182
號公告副本，公告暫予支付含 inotuzumab
ozogamicin 成 分 藥 品 Besponsa 1mg
Powder for Concentrate for Solution
for infusion 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5)108 年 10 月 8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6286
號公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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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8 項。
(6)108 年 10 月 9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14184
號函，有關「ZantacInjection 25mg/mL
"Glaxo"(衛署藥輸字第 017530 號)(批
號:Q443、X766、BB4、FH2R)」和「Rannine
Injection25mg/mL(Ranitidine)"S.Y."(
衛署藥製字第 033589)(批號:504222、
610282、803052)，經主管機關核定屬第
二級危害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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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培力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培力"胃佳寧錠 150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32367 號 ) 」 (017011~017015 、
018001~018006、019001~019004，共 15
批) ，擬辦理回收，請各位會員知悉並配
合將前揭藥品回收。
(2)有關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吉
適治潰定膜衣錠 75 毫克 CULCER F.C.
TABLETS 75MG (衛署藥製字第044446號)」
( 批 號 1E9321 、 1F9335 、 1G9323 及
1H9309)、
「吉胃福適治潰定膜衣錠 75 毫
克 GELFOS CULCER F.C.TABLETS 75MG (衛
署藥製字第 044446 號)」(全批號)、
「吉
適治潰定加強膜衣錠 150 毫克 Culcer
Extra F.C. Tablets 150mg (衛署藥製字
第 033921 號)」(批號 1E9320、1G9324 及
1G9325)、、
「吉胃福適治潰定加強膜衣錠
150 毫克 GELFOS CULCER EXTRA F.C.
TABLETS150MG ( 衛署藥製字第 033921
號)」(全批號)及「吉胃福適治潰定日一
膜衣錠 300 毫克 Culcer DAILY F.C.

Tablet300mg (衛署藥製字第 032918 號)」
(全批號) ，擬辦理回收，請各位會員知
悉並配合將前揭藥品回收。
(3)有關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生達"胃恩利 50 毫克凍晶注射劑(雷尼得
定) RND Lyo-Injection 50mg"Standard"
(Ranitidine) ( 衛署藥製字第 033571
號)」(批號 IR010095 及 IR010096)及「"
生達" 胃恩利膜衣錠１５０毫克（雷尼得
定） RND F. C. Tablets 150mg"Standard"
(Ranitidine) ( 衛署藥製字第 034087
號 ) 」 ( 批 號 TR020141 、 TR020142 、
TR020143、TR020144 及 TR020146)，擬辦
理回收，請各位會員知悉並配合將前揭藥
品回收。
(4)有關中化裕民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產
品「悅擬停膜衣錠 150 毫克 Ranitidine
F.C. Tablets 150mg "CYH" (衛署藥製字
第 057977 號)」(批號：E72E77 等 183 批，
清單詳如附件)，擬辦理回收，請各位會
員知悉並配合將前揭藥品回收。
(5)有關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品「胃潰安
膜衣錠 75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44596
號)」(批號：6AC1950 等 8 批，清單詳如
附件)及「"信東"利爾錠膜衣錠 150 公絲
(衛署藥製字第 031194 號)」(批號：
6AC1952 等多批，清單詳如附件)，擬辦理
回收，請各位會員知悉並配合將前揭藥品
回收。
(6) 有關永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永吉
"益心膠囊 10 公絲（悠卡諾）
（衛署藥製
字第 040639 號）
」
（批號：ECC-1733）
，擬
辦理回收，請各位會員知悉並配合將前揭
藥品回收。
(7)有關衛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衛達"胃達舒膜衣錠１５０公絲（雷尼得
定） (衛署藥製字第 039217 號)」(批號
605012 、 605112 、 728002 、 728102 、
715004 、 715104 、 711008 、 711108 、
722012 、 722112 、 815002 、 815102 、
816005 、 816105 、 829006 、 810008 、
810108；共 17 批)及「"衛達"胃達舒膜衣
錠３００公絲（雷尼得定）(衛署藥製字
第 037991 號)」(批號 711010、711110、
814001 、 814101 、 807004 、 807104 、
810006、810106、817008、817108；共 10
批)，擬辦理回收，請各位會員知悉並配
合將前揭藥品回收。
(8)有關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回收藥
品「佳得胃１０公絲注射液（雷尼得定）
GETWAY 10MG INJ.(RANITIDINE) (衛署藥
製字第 033474 號)」(批號 GEIA11)及「佳
得胃注射液 25 毫克/毫升（雷尼得定）
GETWAYINJECTION 25 MG/ML (RANITIDINE)
(衛署藥製字第 038053 號)」
(批號 GEHA06
及 GEHA07)，本案係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
司表示依旨揭批號藥品所使用之原料藥
其 NDMA 檢驗結果，故自主下架回收。
(9) 有關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大豐
"善待胃注射液１０毫克/毫升 SONTAC
INJECTION 10MG/ML "T.F." (衛署藥製字
第 035488 號 ) 」（ 批 號 ： 6197202 、
7197201、7197202、8197201 及 9197201）
，
擬辦理回收，請各位會員知悉並配合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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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藥品回收。
(10)有關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胃治潰注射液２５公絲/公撮（雷尼得
定）(衛署藥製字第 031327 號)」(批號
VCI K002、VCI I005、VCIJ001 及 VCI
J003)、
「胃治潰膜衣錠１５０毫克（鹽
酸雷尼得定）(衛署藥製字第 032648
號)」(批號 VCT K011、VCT K012、VCT
K013、VCT K014、VCT K015 及 VCT K016)
及「固胃治潰膜衣錠 (衛署藥製字第
047052 號)」(批號 VCT7 K005 及 VCT7
K006)，擬辦理回收，請各位會員知悉並
配合將前揭藥品回收。
(11)有關回春堂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潰特得膜衣錠１５０公絲 （鹽酸雷尼
得定） ULSAFE F.C.TABLETS150MG
(RANITIDINE HYDROCHLORIDE) (衛署藥
製字第 031535 號)」(批號 G197O1、
G197O2 、G047D1 、G047D2 、G047D3 、
G09811 、G09812 、G09813 、G23821 、
G23822、G23823、G20831、G20832、G20833
及 G10841；共 15 批)，擬辦理回收，請
各位會員知悉並配合將前揭藥品回收。
(12)有關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壽元" 瑞寧２５毫克/毫升注射液（雷尼
得定） (衛署藥製字第 033589 號)」(批
號 504222、610282 及 803052)藥品回收
一案，請各院所配合。
(13)有關台灣協和麒麟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協和" 排多癌注射劑１０公絲（衛署藥
輸字第 021026 號）
」
，擬辦理回收，請各
位會員知悉並配合將前揭藥品回收。
(14)有關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委
託景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製造之
「"健喬"紅黴素眼藥膏 0.5%（衛署藥製
字第 047370 號）
」(批號：UR006、UR009、
VA002、VA005、VB003、VB005、VD014、
VD015、VD016、VE002、VE009、VE010、
VE013，共 13 批）
，擬辦理回收，請各位
會員知悉並配合將前揭藥品回收。
(15)有關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百肯膜衣錠 10 毫克 Biocor Film
Coated Tablets 10 mg (衛署藥製字第
049623 號)」(批號 AGE441、AGE451、
AGE461、AHC491、AHC501、AHF781；共
6 批)，擬辦理回收，請各位會員知悉並
配合將前揭藥品回收。
轉知公告註銷許可證、回收醫材及其它：
(1)公告註銷「“優生”寶速達爾膠囊（衛署
藥製字第 006006 號）
」等 4 件藥品許可
證，請會員知悉並倘有陳列販售上揭藥
品，配合回收驗章作業。
(2)公告註銷耀龍生技有限公司持有之「"艾
創"輪狀病毒快速檢測試劑(未滅菌)」(衛
部醫器輸壹字第 014912 號）醫療器材許
可證案，請配合回收驗章作業。
(3)公告註銷「賽德薩注射劑 100 毫克（衛署
藥輸字第 001878 號）
」藥品許可證，請會
員知悉並倘有陳列販售上揭藥品，配合回
收驗章作業。
(4)公告註銷「凡可復膠囊 125 毫克（衛部藥
製字第 060142 號）
」藥品許可證，請會員
知悉並倘有陳列販售上揭藥品，配合回收
驗章作業。

(5)有關華盛頓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華盛頓" 威碘液(普維酮-碘)(衛署藥
製字第 017312 號)」
、
「致爾尿錠（衛署藥
製字第 003098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
證變更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
合回收驗章作業。
(6)有關意欣國際有限公司持有之「肝立欣膜
衣錠0.5 毫克
（衛部藥製字第059750 號）
」
等 2 張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
(7)有關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南光" 快 得膜衣錠５公絲 (衛署藥
製字第 044331 號)」
、
「吉利康注射液 1 毫
克/毫升(衛署藥製字第 57913 號)」許可
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會員知悉並配
合業者回收驗章。
(8)有關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賜
眼康點眼液”溫士頓”(衛署藥製字第
43619 號)」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
請會員知悉並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9)有關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持有
之「"正和"膀康膜衣錠 5 毫克 (衛署藥製
字第 059727 號)」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
變更，請會員知悉並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0)有關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瑞士" 特美痛膠囊 50 毫克(衛署藥製字
第 043824 號)」
、
「樂彼來錠 200 毫克(衛
署藥製字第 048867 號）
」許可證，經核
准許可證變更，請會員知悉並配合業者
回收驗章。
(11)有關賢德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佛記"保骨利膠囊 250 毫克(衛署藥製字
第 047115 號)」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
變更，請會員知悉並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2)有關南光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吉胃福適治潰定日一膜衣錠 300 毫克
(衛署藥製字第 032918 號)」許可證，經
核准許可證變更，請會員知悉並配合業
者回收驗章。
(13)有關合成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宜
蒂乳膏(衛署藥製字第 040149 號)」許可
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會員知悉並
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4)有關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生達”好暢壓膜衣錠 50/12.5 毫克
（衛署藥製字第 050431 號）
」許可證，
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會員知悉並配合
業者回收驗章。
(15)有關黃氏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黃氏"賜多蒙膠囊
（衛署藥製字第 028443
號）
」
、
「"聯邦"優血明膠囊 500 毫克(妥
內散敏)（衛署藥製字第 031833 號）
」
、
「克黴松乳膏"聯邦"（衛部藥製字第
059289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
更，請會員知悉並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6)有關新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新瑞”樂彼來錠 50 毫克(衛署藥製
字第 052347 號)」許可證，經核准許可
證變更，請會員知悉並配合業者回收驗
章。
(17)有關萱草堂有限公司持有之「
〝優生〞安
安咳嗽膠囊(衛署藥製字第 044024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會員知
悉並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8)有關新喜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新喜"健心寧錠 10 公絲(衛署藥製字
第 015042 號)」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
變更，請會員知悉並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9)公告註銷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壽元"拉爾洗髮精 2% W/W(克多可那
挫)(衛署藥製字第 039539 號)」等 2 張
藥品許可證，請會員知悉並倘有陳列販
售上揭藥品，配合回收驗章作業。
(20)公告註銷優生製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優生"來律因錠(衛署藥製字第 001449
號)」藥品許可證，請各位會員配合回收
驗章作業。
(21)公告註銷富揚儀器有限公司持有之
「“醫康”透氣醫療膠帶(未滅菌) 」
（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2398 號）醫療器
材許可證，，請各位會員配合回收驗章
作業。
(22)有關中生生技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
持有之「蒂膚麗凝膠(衛署藥製字第
046314 號)」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
更，請各位會員配合回收驗章作業。

第25 屆第31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2019 年 10 月 25 日(五)12:30
地 點：第二會議室(七樓)
出席者：王博正副理事長等 21 名。
列席者：巫永德顧問、賴文福副秘書長等 13
名。
指 導：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練淑
靜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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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經費
收支。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案由：請全聯會向台灣民眾黨推薦郭啟
昭醫師納入第十屆不分區立法
委員安全名單，請追認案。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三、案由：請審核本會 2020 年經費預算。
決議：照案通過，提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提案單位:理事會
四、案由：推薦 109 年度基層總額醫療服務
審查醫藥專家建議名單並於 108
年 11 月 1 日前回復案。
決議：推薦各科審查醫藥專家共 22 名，
候補名單 14 名，並將相關資料於
規定期限內提交中區分會。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五、案由：請審查本會第 26 屆會員代表選
舉各區具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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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有名單案案。
決議：
(1)依據本會會員代表選舉簡則第二條
規定，第 26 屆會員代表之選舉，參
照臺中市行政區及會員分佈情形，
分為中區、東區、南區、西區、北
區、南屯區、西屯區、北屯區及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慶院區）、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區、澄清綜
合醫院中港分院區、臺中榮民總醫
院區、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區共十
三個區。
(2)各選區會員名單確認原則：
(A)執業登記於本會之原市醫療院
所依各區計算為準。
(B)執業登記於本會之原縣醫療院
所依最靠近原市各區為準。
(C)歇業會員：
1.通訊處為原市依各區計算為
準。
2.通訊處為原縣依最靠近原市
各區為準。
3.通訊處為臺中市以外之縣市
者依原最終執業區為準。
(3)照案通過，現有名單專函呈報主管
機關。
提案單位：理事會
六、案由：修正醫療奉獻獎實施辦法部分條
文案。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頒發獎項第三點
「(一)學術研究：限 3 名。」
「(二)醫療服務：5 名，得視情況
增減。」

提案者：林煥洲理事
附議者：蘇主光理事、曾崇芳理事
二、案由：建請中區各大醫院在「分級醫療、
雙向轉診」參考臺中榮民總醫院
作法，促成醫學中心、區域醫院
與基層醫師正面且積極的落實分
級醫療及推動雙向轉診案。
決議：照案通過，建議各大醫院參考臺
中榮民總醫院模式。
肆、散會：14 時 06 分

相關附件明細：
1.學術活動消息
2.年菜-華山基金會
3.10 月科管理各科決議事項
（僅寄基層醫師）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七、案由：會員建議滿 65 歲會員生日賀禮
是否改贈全聯禮券，請討論案。
決議：滿 65 歲會員生日改贈「全聯福
利中心」禮券 600 元祝賀，並自
2020 年起適用。
提案單位：本會醫政保健委員會(基層組)
八、案由：建議延長各專科醫學會訓練時
數。
決議：有關醫師訓練時數相關事務歸屬
各專科醫學會之權責，故本案予
以保留。
提案單位：理事會
九、案由：本月份入會會員審核案。
決議：照案通過，現有會員 4,290 名。
參、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一、案由：本會與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東海大學法學院、臺中市醫事法
學會及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等共同主辦「第七屆臺中醫法論
壇」，相關費用請討論案。
決議：(1)照案通過，本會爰往例負責
午餐、上下午茶點費用（約
貳萬伍仟元左右）。
(2)並請踴躍參加(日期：2019 年
11 月 3 日(日)8:30-16:50 /
地點：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行政大樓 12F 國際會議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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