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摘要

本會第 24 屆第 35 次理監事會議(106 年 2 月 24
日召開)通過：將臺灣加入聯合國（UN)宣達團活
動納入補助案。

頁面

3/25 演講會
4/20、4/21 花蓮愛心之旅
4/9 前登記參加 WHA 宣達團
107 年上期會費開始繳納
分區聯誼會請踴躍報名
107 年 3 月勞基法修法重點及會員常
提問注意事項
勞基法「輪班換班間距」
、
「例假七休
一」例外需求適用情形
診所違規態樣，各院所注意以免受罰
各單位學術活動訊息
總額共管會議報告事項摘錄
中區分會分科紀錄
活動後報導
衛生局轉知
新修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Avigan
(Favipiravir)使用方案
衛生局重申管制藥品減損之相關規定
衛生局重申管藥殘餘量銷毀之相關規定
院所自行開發之醫療相關 App 或加入
行動支付業者平台前應先辦理或確認
已通過資安檢測
請持續加強急性無力肢體麻痺(AFP)
監視作業
勞基法護理排班懶人包
護理職場爭議通報平台
醫事人員越區至非醫療(事)機構之場
所執行醫療業務案

3 月 25 日（13:30-15:30）
P1

P2
P3-P4

P4

P4-P5

P5

「性傾向扭轉(迴轉)治療」恐違反兒
少法或刑法
全聯會轉知
公告修正健保醫療給付項目及支付標
準部分診療項目新增六項開放表別至
基層診所

修正執行業務者帳簿憑證設置取得保
管辦法

P6

農曆年前花蓮發生規模 6 地震，重創觀光
業，震後迄今情況仍未見改善，經理監事會
議決議：由本會理監事組團拜訪花蓮縣醫師
公會(二天一夜花蓮愛心之旅)，冀期透過二
會交流帶動觀光事業。
目前確定旅遊日期：4 月 20 日(五)
4 月 21 日(六)
敬邀會員共同前往，旅遊費用請自行負擔，
尚請見諒！欲參加之會員請於 3 月 28 日前向
公會電話(04-23202009)登記。
◎因配合本次會訊轉知，
「花蓮愛心之旅」行
程、交通方式、確切出發時間，屆時會再
告知登記之會員。

4/9 前登記參加 WHA 宣達團

大腸癌篩檢工具盒文稿供參
長照機構建管、消防、土地之法規依
據及辦理情形
107年臺灣醫療報導獎－徵文活動
用藥相關規定
上網下載查詢
會議紀錄
本次寄發相關附件明細

本會訂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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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財團法人臺灣
醫界聯盟基金會林世嘉執行長主講：
「再生
醫療國際趨勢」
。
第⑵場（14:30-15:30）聘請和信醫院醫學
教育講座賴其萬教授主講：
「透過溝通平台醫病可以互相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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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學會醫療品質及
醫學倫理、內科學分申請中）
。

4/20、4/21 花蓮愛心之旅

新增「C.3130 困難梭狀桿菌毒素基因
擴增試劑」品項為第二等級醫療器材

兒童常規疫苗接種之處置費補助費用
撥款事宜

(1)再生醫療國際趨勢
(2)透過溝通平台－醫病可以互
相教育

P6-P7
P7-P8
P8

為表達醫界積極參與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
組織（WHO）為會員國，鼓勵會員踴躍前往瑞
士日內瓦積極爭取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
的機會，為加入 WHO 而努力與全球共同實現
WHO 零防疫缺口的願景。
有參加相關單位舉辦之宣達團活動之會員請
於 4 月 9 日前向本會登記（23202009）
，俾提
理監事會討論補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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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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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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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本會
會計謝琇芳小姐。

分區聯誼會請踴躍報名
再次轉知基層醫師分區聯誼會各區時間、地
點，請就診所行政區別(擇一場次)電洽公會
(04-23202009) 踴躍報名參加。
日期
4/19
(四)
5/15
(二)
6/21
(四)

區別
南區
南屯區
西區
西屯區
中、東、
北、北屯

餐會地點
展華花園會館
(南屯區向上路二段 198 號)
大莊園婚宴會館 (富王大飯店旁)
(西屯區文心路二段636-2 號 )
台中担仔麵婚宴會館-旗艦店
(北區華美街二段 270 號)

107 年 3 月勞基法修法重點
及會員常提問注意事項
因應勞基法 3 月新修法重點，本會特彙整 107
年修法重點及會員常提問注意事項（如附件
2.）
，提醒會員自我檢視，請各醫療院所詳實
檢核以免受罰。
◎醫療業事業單位勞工勞動條件自我檢核表
因應新修正法規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刻正
彙整修正中，屆時再通知各院所。

勞基法「輪班換班間距」
、
「例
假七休一」例外需求適用情形
衛生局轉知勞動部107年2月1日勞動條3字第
1070130220號函及107年1月31日華總一義字
第10700009781號總統令，請就勞動基準法第
34條第2項「輪班換班間距」及第36條「例假
七休一」例外需求適用情形，持續與所屬員
工加強溝通一案，說明如下：
依據衛生福利部107年2月8日衛部醫字第
1070104168號函暨勞動部107年2月1日勞動
條3字第1070130220號函辦理。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於本(107)年1月
1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1月31日總統公告，
並將自3月1日施行。

經查，勞動部曾於107年1月29日，就修正條
文第34條「輪班換班間距」及第36條「例假
七休一」之例外需求，請各部會就所轄行業
評估並提報需求，送該部召開勞動基準諮詢
會議審查。經查上揭會議，衛生福利部就第
34條文但書例外部分未有提案，至於第36條
部分僅涉食藥署業管行業，並有提案，併予
敘明。
相關資料已放置公會網站，請確實遵守勞基
法相關規定，以保障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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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份)節錄供參，
並請各院所注意以免受罰：
◎摘要節錄
違
規
事
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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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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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分

1. 扣減醫療費用之 10 倍金額 12,090
元,併追扣醫療費用 1,209

３/21 登革熱通報與診斷暨
抗生素與多重抗藥性細菌
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主辦：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課程：107 年登革熱通報與診斷暨抗生素與
多重抗藥性細菌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日期：3 月 21 日(三)09:00-12:30
地點：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
（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99 號）
對象：醫護人員、防疫人員、感染管制人員
學分：醫師學分、感染學分、護理學分及醫
檢學分。
報名: 因場地限制額滿為止(300 人)，請於 3
月 19 日前逕至衛生局線上報名系統
（http://signup.hbtc.gov.tw/）
。

３/31 醫療爭議處理品質提升
系列研討會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合辦單位：臺中市醫師公會、臺中市大臺中
醫師公會、南投縣醫師公會、彰
化縣醫師公會、臺中榮民總醫院
活動名稱：醫療爭議處理品質提升研討會實務訓練工作坊暨中區說明會
時間：3月31日(六)13:00-17:00
地點：臺中榮總教學大樓1樓第五會議室
(台灣大道四段1650號)
活動對象：對醫療爭議處理有興趣者，共計
80人。
課程簡介：本課程邀請醫、法、心理等領域
富有實務經驗之專家，從不同角
度分析醫療爭議處理的關鍵，以
實際案例討論爭點整理、需求探
知、客觀判斷、溝通策略擬定等
處理過程，達到促進溝通關懷與
調解技巧之目標，建構良好醫療
環境，請各位會員踴躍參加。
報名方式：3/23前採線上報名，相關疑問請
洽02-2358-7343#305葉品咸先生
(http://goo.gl/forms/b56C85f
Ez91olj6C3)。
註：詳細內容已放置公會網站。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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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 2.0 及價值醫療研討會
時間：3/31(六)13：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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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會議
室（建國北路一段 110 號）名額 50 名
◎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1 樓第 4 會議室
（台灣大道四段 1650 號）名額 60 名
學分：相關學分申請中
網路報名(額滿為止)網路：www.tma.tw
聯絡人 02-27527286 分機 112 郭小姐。

3/31 腦與心的交會
主辦：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活動：憂鬱症的腦刺激術及人際心理治療
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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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腦與心的交會
時間：3/31(六)9：00~17：00
地點：台大兒童醫院 B1 講堂
報名：需收費，線上報名 goo.gl/2q68XF
相關事宜請洽該學會 02-2581-7418。

４/12 人畜共通傳染病及水患
相關傳染病防治教育訓練
主辦：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課程：107年人畜共通傳染病及水患相關傳染
病防治教育訓練
時間：4月 12 日(星期四)08:30~12:10
地點：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 4樓集會講堂
對象：醫護人員、防疫人員、農畜獸醫、旅
遊業者等人員。
學分:護理學分及醫檢學分。

４/17、5/3 中區腸病毒
教育訓練課程
指導：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主辦：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中區腸病毒教育訓練課程，主題如下:
(1)腸病毒重症71型之神經學處置及腸

病毒D68型案例分享
(2)腸病毒71型流行病學及重症之處置
第一梯次： 4月17日(二) 10:00~13:00
第二梯次： 5月03日(四) 10:00~13:00
地點：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9樓兒科會議室
對象：中區各醫療院所腸病毒相關醫護人員
報名：即日起至3月31日止，限額80人/場(額
滿為止)。 相關事宜請洽04-7238595
轉1902 高小姐。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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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老人長照會(LTCT)種子教官人員訓練
課程
日期：4 月 17-19 日
地點：淡水馬偕臨床技能中心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
課程名稱：急重症安寧療護教育訓練課程
日期：4 月 26 日
地點：雙連教會 7 樓 703 教室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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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e/edu_l
ist.asp) 下載及查詢，相關事宜請洽
02-25433555。

4/27 糖尿病專業知識課程
電腦考試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應考對象：有意願加入本市糖尿病共同照護
網之醫師、護理師、營養師及藥
事人員。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4/13 止(額滿為止)，一
律採通訊報名，以郵戳為憑。
考試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2 樓電

腦教室。
考試場次：共計 4 場次，每場測試時間為 80
分鐘(詳如考試簡章)。請應考人
自行勾選場次，惟本局保留變更
應考場次之權利(如變更場次將
另行以電話通知)。
考試簡章請逕自衛生局外網/醫療院所交流
平台/下載。相關事宜請洽 04-25265394 轉
3330 保健科龔小姐。

【總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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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會議
(107 年 3 月召開)茲摘錄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部分報告事項內容如下：
◎20 類重要檢查(驗)管理專案
(一)同病人 28 日再執行之管理
1.本署自 107 年 2 月起，每月 21 日起上傳
費用年月前 2 個月再執行相關報表資料
於 VPN 供院所下載自我管理(例：107 年
2 月底上傳費用年月 106 年 12 月之資
料)，明細檔新增「主次診斷」
、
「診療部
位」欄位。
2.追蹤 106 年 12 月資料，中區西醫基層 20
類檢驗檢查項目中超音波類及腎功能等
2 項門診同病人 28 日內醫令再執行率為
全署第一及二。106 年 12 月起，已針對
各類再執行率達全國 P90 且同院所同病
人項目再執行過高之案件進行立意抽
審，將繼續追蹤若未改善將修正抽審指
標。
3.為避免檢驗檢查重複，確保醫療資源合
理使用，請院所看診時善用「健保醫療
資訊雲端查詢系統」查詢病人 6 個月內
之檢驗(查)記錄及結果，醫師若判斷近
期內仍有必要再次執行相同之檢查檢
驗，應在病歷上敘明理由。
(二)院所及醫師執行率異常高於同儕之管理
1.每月 21 日起，針對執行率高於同儕者上
傳報表資料，其資料為滾動式各家院所
最近 3 個資料完整月份之 20 類重要檢查
(驗)門診執行率統計、醫令執行率統計
及高於同層級全國 75 百分位醫師統計
(附件一，P9) (例：指標年月 10612，資
料統計期間 106 年 10-12 月) 。
2.請各診所善用報表資訊進行內部管理，
日後將針對執行率偏離常模者，進行立
意抽審。
(三)相關報表下載路徑：VPN 憑證登入/保險
對象管理/保險對象管理檔案下載。
◎推動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試辦
計畫
(一)執行與推動成效
1.截至 107 年 2 月底止，中區收案人數
8,148 人，較 106 年成長 18%。其中一般
居家醫療 3,037 人、重度居家醫療 3,704
人、安寧 1,407 人。
2.參與計畫共有 55 團隊 566 家院所為全署
第一，台中市 327 家、彰化縣 158 家、
南投縣 81 家，轄區 68 個鄉鎮均有院所
參與覆蓋率達 100%。
3.診所參與家數 441 家，收案家數占率
44%，較 106 年成長 5%、收案人數 2,170
人，較 106 年成長 18%。
(二)本署於健保 VPN 建置「電子轉介平台」
，
針對有居家醫療或長期照護需求者，提

供雙向轉介服務，並可追踪個案後續轉
介結果。目前台中市及彰化縣衛生局長
照中心已透過本平台，轉介有居家醫療
需求個案計 82 人，南投衛生局已申請
VPN 開通，陸續進行個案轉介。另醫療
院所轉介具長照需求個案計 17 人。
(三)居家個案可能有多重疾病問題，不是社
區醫師慣常看診的疾病型態，在現場或
看診後可能需要尋求專業上的諮詢。爰
請臺中榮總建置「專業諮詢平台」(流程
如下圖)，即時提供社區醫師居家醫療照
護相關疑義諮詢，可向本計畫窗口提出
申請，申請僅需提供院所名稱代碼、執
行醫師姓名及手機電話，敬請廣為利用。
(四)如有發現需居家醫療照護對象，請協助
轉介至就近提供本項服務院所，相關資
訊可查詢本署全球資訊網，路徑如下：
首頁/主題專區/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
(縮網址http://goo.gl/DShhm5) 。或聯
絡基層診所窗口：醫療費用二科紀小
姐，分機 6808。
居家醫療專線諮詢平台運作流程圖

本方案 106 年 4 月 1 日公告實施，截至 107
年 1 月 24 日轄區西醫基層診所 66 家參與，
中區目前收案 3,218 人，其中醫院收案 3,173
人、基層僅收案 45 人，初步統計轄區潛在個
案 約 計 10,670 人 ( 疾 病 主 診 斷 代 碼
J41~J44)，尚有收案需求，請各醫師公會積
極鼓勵會員參加，方案摘要說明：
(一)院所申請要件
1.第一類院所：需具有三位以上（含）胸
腔暨重症專科專（兼）任醫師，且需配
置呼吸治療師及個案管理師（如護理
師、呼吸治療師或其他醫療相關專業人
員）各一名。
2.第二類院所：需具有一位以上(含)家庭
醫學科、胸腔暨重症專科、內科、小兒
科、耳鼻喉科或神經科之專(兼）任醫師。
(二)新加入本方案之醫事人員(胸腔暨重症
專科醫師除外)，應至少取得 6 小時課程
時數，並取得證明。
(三)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1.新收案管理照護費：支付 400 點。
2.追蹤管理照護費：支付 200 點(每年最多
申報 3 次)。
3.年度評估管理照護費：第一類院所：支
付 800 點。第二類院所：支付 400 點。
4.病人肺部復原及呼吸訓練評估費：支付
600 點。
(四)本計畫窗口：醫療費用二科黃小姐，分
機 6807。
◎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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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醫師公會積
極鼓勵診所參加。
(一)依民國 107 年 1 月 30 日健保醫字第
1070001306 號公告辦理。
(二)本署陸續將推動多項醫療資訊化作業，
包含醫療影像調閱，及預計於今年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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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抽審案件全面數位送審等，均需倚賴
穩定及快速之網路傳輸，原 ADSL 線路將
不足因應，更換光纖網路為必要之資訊
設施。
(三)截至目前中區西基僅有 39.9%院所加
入，參與家數比率仍為全署最低(醫院
93%、中醫 56%、牙醫 49%)，請各醫師公
會呼籲各診所，為提升西醫基層服務之
效能，邁向醫療資訊化時代，應盡速提
出申請。各縣市目前參與家數比率及 107
年度應提升目標家數如下表：
表 107 年度各縣市應提升目標家數
縣市
特約家數
106 年度

107 年度

台中市

大台中

彰化

南投

總計

794

692

504

242

2232

參與家數

280

257

247

105

889

參與家數比率

35%

37%

49%

43%

40%

應提升目標家數

196

158

55

40

60%

(四)本年度修訂重點如下：
1.固接網路：原有網路為企業型及專業型
費用較高，新增本固接網路型，
「診所及
交付機構」得選擇一般型光纖 6M/2M 之
網路(優規速率為 16M/3M)，月租費上限
l,702 元，優點為提供更穩定及快速之
網路下載速率外，月租費更優惠。
2.月租費獎勵指標-雲端藥歷查詢率指標
達成率：由>20%提升至「>45%」(目前 9
成以上診所雲端藥歷查詢率>45%)。指標
計算排除條件增列：預防保健、四癌篩
檢、流感疫苗接種、轉檢、代檢、新特
約 2 個月內案件及健保卡作業異常無法
使用健保卡之案件。
(五)本案申請洽各費用承辦人或中華電信申
辦窗口洪股長 04-23442329。
◎推動檢驗檢查上傳作業
(一)為使醫療院所能於健保資訊雲端系統，
查詢民眾於跨院間的「檢驗結果、檢查
報告、醫療影像資訊」
，以助於醫師提供
更有效率醫療服務及醫療品質，並降低
民眾重複檢查的潛在健康風險，本署於
「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訂有上
傳檢驗(查)結果及醫療影像(CT、MRI、X
光、內視鏡、超音波)上傳獎勵金，以鼓
勵各醫事機構配合上傳，促進健保醫療
雲端資訊共享機制。
(二)統計目前中區西醫基層檢驗(查)結果上
傳率僅有 3%(診所 22 家、檢驗所 4 家)，
而醫院層級上傳率已達 87%以上，請各
醫事服務機構能盡速加入即時方案並洽
請資訊廠商協助上傳，獲得獎勵金!(委
託檢驗所代檢者則請檢驗所盡速配合上
傳)
(三)經由健保 VPN，可採以下方式上傳：
1.每月批次上傳：結合費用申報資料+檢驗
(查)結果資料，於費用年月次月底前上
傳(須先完成費用申報後再上傳)，檔案
格式為 XML 格式。
2.每日批次上傳：結合健保 IC 卡資料+檢
驗(查)結果資料，於報告日期 24 小時內
上傳，檔案格式為 XML 格式。
3.每日於 VPN 單筆登錄上傳：於 VPN 登錄
健保 IC 卡資料+檢驗(查)結果資料，並
於報告日期 24 小時內上傳。
(四)為使醫師迅速了解如何上傳，已製作簡
要說明文件，請登入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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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洽
游小姐 04-22583988 轉 6871、 E-MAIL：

d110444@nhi.gov.tw
◎107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改善方案
(一)依據本署 107 年 1 月 31 日健保醫字第
1070032676 號公告辦理。本署中區業務
組轄區計有 18 個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
區由基層診所承作，其中 9 個註記為兒
科醫療資源不足改善地區。
（同 106 年）
(二)增修重點如下：
1.新增下列特殊情形得由院所提出申請，
經所轄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審查同意後，
得執行巡迴服務。
(1)診療時間、地點之異動，同一院所一
年超過五次。
(2)每位巡迴醫師1天得至不同地點提供
最多 2 診次巡迴醫療。
(3)每位巡迴醫事人員，該年度實際備支
援巡迴醫療次數大於原申請總次數
之四分之一，除育嬰假外，申請備援
總次數不得大於原申請巡迴醫療總
次數之二分之一。
2.為簡化行政作業，整併期中資料統一附
於期末執行報告，報告內容新增巡迴點
照片。
(三)107 年申辦情形：共 19 家診所提出申請
(17 家延續計畫)，巡迴 16 個鄉鎮(區)，
尚有臺中市外埔區及彰化縣線西鄉無巡
迴醫療服務，若於 107 年 6 月底前仍未
有診所申請，得開放其他分區或同分區
醫院申請，請各醫師公會鼓勵診所提出
申辦。
◎107 年度診所管理科別選擇變更情形
(一)依據 107 年中區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
分科管理試辦計畫伍、分科方式三、改
選科別之診所均需符合優先以診所執業
專科為主，如屬不分科以診所申報案件
之屬性達 50%為選科依據；特殊診所將
請各醫師公會協助檢視是否符合上述條
件。如不符合選科設定原則將逕依原則
歸屬科別並請中區分會轉知。
(二)107 年分科管理選科作業有 4 家診所申
請改選科別，其中申請改為家醫科 3 家
及內科 1 家，經查 3 家符合上述選科設
定原則，1 家不符合為小兒轉家醫科，
逕依原則歸屬小兒科並函請中區分會轉
知在案。
◎因應流感疫情，修訂費用年月 107 年 2 月
的排除抽審指標原則
為因應流感疫情及民眾就醫需求，考量流
感疫情工作負荷加重之院所能全力照護病
患，將比照 105 年第 1 次共管會議決議事
項修訂費用年月 107 年 2 月的排除抽審指
標原則為申報流感件數成長率 20%以上且
占率 30%。
◎106 年第 4 季中區西醫基層預估點值報告
依本署預估 106 年第 4 季各區點值，中區
西醫基層預估平均點值為 0.9416，達目標
值 0.925 或排名第五以上。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中區分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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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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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由臺中市防
癌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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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會員計 136 名。

◎◎福壽綿綿◎◎

2 月份生日會員計 326 名，本會均寄生日卡
片以表祝賀，滿 65 歲以上會員黃建仁、黃天
德、郭樹民、曾煥章、邱尚明、蔡宗博、陳
清弘、黃文松、顏精華、廖鐵郎、林朝陽、
簡本昌、劉遠然、龔重榮、蕭清全、陳志鴻、
陳家玉、許金吉、林益彬、羅倫檭、何榮煌、
沈立煌、蘇崇堯、陳澤昭、林高德、陳鴻禧、
張潤里、林豐彥、張旭熙、黃信哲、吳岱治、
劉文漢、劉祿翰、李芳樑、史台生醫師等共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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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及英文仿單，因此同步更新附件一日文仿
單及其中文譯本與英文仿單之「重要注意事
項」
、
「藥物動力學」及重大副作用。
上揭使用方案已公布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
網（http://www.cdc.gov.tw）之「專業版首
頁>傳染病介紹>第四類法定傳染病>流感併
發重症>抗病毒藥劑>抗病毒藥劑使用說明
(克流感、瑞樂沙、Rapiacta、Avigan)>Avigan
使用方案）
，請逕行下載參閱。

【衛生局重申管制藥品減損
之相關規定】
衛生局重申管制藥品減損之相關規定，請領
有管制藥品登記證之院所應切實遵守法規，
說明如下：
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27 條規定：
「管制
藥品減損時，管制藥品管理人應立即報請當
地衛生主管機關查核，並自減損之日起七日
內，將減損藥品品量，檢同當地衛生主管機
關證明文件，向食品藥物署申報。其全部或
一部經查獲時，亦同。前項管制藥品減損涉
及遺失或失竊等刑事案件，應提出向當地警
察機關報案之證明文件。」
，另依管制藥品管
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
「管制藥品之
減損涉及本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定遺失
或失竊等刑事案件時，應保留現場，立即向
當地警察機關報案，並取得報案之證明文
件；警察機關應列入管制刑案，加強偵辦。」
，
違反者依同法第 39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
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其所
屬機構或負責人亦處以上述罰鍰。
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請會員有關管制藥品
發生減損時應依上述規定辦理，以防範管制
藥品流用或不當使用。

◎◎新婚甜蜜◎◎
【衛生局重申管制藥品殘餘
量銷毀之相關規定】
◎臺中榮民總醫院急診醫學科陳冠儒醫師與
林瑋婷小姐於 2 月 10 日舉行結婚典禮，本
會致贈賀儀誌慶並賀琴瑟和鳴、花好月圓。

衛生局轉知
【新修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
劑Avigan(Favipiravir)
使用方案】
衛生局轉知新修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
Avigan(Favipiravir)使用方案，說明如下：
衛生局前以 104 年 7 月 24 日中市衛疾字第
1040068542 號函檢送上揭使用方案在案(諒
達)。
茲因藥劑存放地點由原藥劑廠商倉儲調整為
疾管署各區管制中心，爰配合修訂第四點藥
劑配置點、第五點使用流程之藥劑出貨處，
及第七點之藥劑調度分配與剩餘量之退回/
保管單位等內容。另藥劑原廠更新第四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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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重申管制藥品殘餘量銷毀之相關規
定，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領有管制藥品登記
證業者應切實遵守法規，說明如下：
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
「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銷燬管制藥品，應
申請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後，會同該衛生
主管機關為之。」
；第 2 項規定：
「領有管制
藥品登記證者調劑、使用後之殘餘管制藥
品，應由其管制藥品管理人會同有關人員銷
燬，並製作紀錄備查。」
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請會員有關殘餘管制
藥品應依上述規定辦理。

【院所自行開發之醫療相關 App
或加入行動支付業者平台前應先
辦理或確認已通過資安檢測】
衛生局函轉有關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6 年 12
月 14 日召開「行動支付跨部會研商第二次會
議」之會議紀錄，請各院所依紀錄報告事項
第 3 案之決定辦理，說明如下：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 年 2 月 6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0860 號函暨國家發展委員會106 年12

月 25 日發產字第 1061002932 號函辦理。
請各院所將自行開發之醫療相關 App 送交
「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檢測實驗室」辦理
資安檢測，合格檢測實驗室名單請至網址：
https://goo.gl/YQNe3W 查詢。
另外，各院所如為加入行動支付業者平台收
取醫療費用者，亦提醒簽約前確認該軟體通
過資安檢測。

【請持續加強急性無力肢體
麻痺(AFP)監視作業】
衛生局轉知為保全小兒麻痺症根除成果，請
各院所相關人員持續加強急性無力肢體麻痺
(AFP)監視作業，說明如下：
AFP 監視系統係為保全小兒麻痺症根除成果
所建立，並依循世界衛生組織訂定之監視效
能評估指標—「小於 15 歲人口之 AFP 年發生
率應不低於 10 萬分之 1，80%以上的 AFP 個
案應於通報後 48 小時內完成調查，並於發病
後 14 天內完成 2 次適當糞便檢體採檢，2 次
間隔至少 24 小時。」
，以確保 AFP 監視系統
具備足夠之敏感度及品質。
106 年院所積極配合監視作業，本市小於 15
歲人口之 AFP 年發生率為每 10 萬人口 1.96，
採檢完成率為 100%，均有達監視效能評估指
標，為持續保全小兒麻痺症根除成果，請貴
院持續加強急性無力肢體麻痺(AFP)監視作
業。
疾病管制署已修定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合
併「小兒麻痺症」以及「急性無力肢體麻痺」
內容，並更新數據及補充實務注意事項，請
逕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傳染病介紹＞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小兒麻痺症/急性無力
肢體麻痺＞防疫措施＞工作指引及教材 ＞
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項下參閱，並協助落實
監視及防治工作。

【勞基法護理排班懶人包】
衛生局轉知有關衛福部編製「勞基法護理排
班懶人包」
，請各會員轉知所屬知悉，說明如
下：
國內護理人員自 87 年即納入勞基法適用對
象，並於 103 年全面排除適用勞基法第 84-1
條責任制。
為因應 107 年 1 月 1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動
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並自同年 3 月 1 日實
施，針對護理排班、輪班間隔、加班費計算、
加班換補休等相關規定，該部已編制「勞基
法護理排班懶人包」進行宣導，以促進護理
主管與基層護理人於對法規之正確認知及管
理知能。
上揭「勞基法護理排班懶人包」
，請逕至衛生
福利部網頁下載電子檔參考(下載路徑：衛生
福利部首頁→前往衛生福利部各單位→護理
及健康照護司→護理改革專區→護理改革成
果)。

【護理職場爭議通報平台】
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建置「護理職場爭議
通報平台」將於 107 年 2 月 1 日啟用，請各
院所協助宣導並依案辦理，說明如下：
配合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已於 107 年 1

月 1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3 月 1 日
實施，為維護護理人員執業權益，衛生福利
部已建置「護理職場爭議通報平台」，並於
2 月 1 日啟用，以作為基層護理人員通報不
合理排班等職場爭議案件之平台。
有關平台運作，係採不具名方式填報，衛生
福利部受理通報後將依通報內容審查，一旦
案件成立，衛生福利部即函予該機構所在地
衛生局查察，必要時啟動縣市政府衛生、勞
動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聯合稽查機
制。為兼顧陳情人保密及執法之落實，衛生
福利部訂有「勞動基準法下護理排班問答暨
合理護理排班指引與範例」、「地方衛生局
辦理護理職場爭議通報案件行政查核作業指
引」供參，另部長亦特函予臺中市政府衛生
局局局長、院長及護理同仁，致謝衛生局合
作落實法規執行，同時表達對護理職場健康
與執業環境改善之支持與重視。
請各院所將上開訊息以內部單位公告方式轉
知所屬護理人員。
上開平台已建置於衛生福利部官網
(http://www.mohw.gov.tw/首頁→衛生福利
部單位及所屬機關→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宣
傳訊息→護理職場爭議通報平台) 。

【醫事人員越區至非醫療(事)
機構之場所執行醫療業務案】
衛生局轉知有關醫事人員申請事前報准越區
至非醫療(事)機構之場所執行醫療業務一
案，請各位會員轉知相關人員依循辦理，說
明如下：
查各該醫事人員法律規定，醫事人員於執業
處所外執行業務，應依各該醫事人員法律規
定辦理，需經事先報准，始得為之。
為避免產生行政區域管轄爭議，有關醫療機
構醫事人員申請越區支援非醫療(事)機構之
場所執行醫療業務，應事先取得執行地機構
或主辦單位同意備查文件，向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上開規定辦理，違反
者依違反醫療法第 61 條規定論處。

【新增「C.3130 困難梭狀桿
菌毒素基因擴增試劑」品項為
第二等級醫療器材】
有關衛生福利部 106 年 7 月 25 日修正醫療器
材管理辦法第三條附件一，新增「C.3130 困
難梭狀桿菌毒素(Clostridium Difficile
Toxin)基因擴增試劑」品項為第二等級醫療
器材，相關產品許可證暨廣告處理原則，請
依相關規定配合辦理，說明如下：
「醫療器材管理辦法」第八條及第三條附件
一、第四條附件二，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7 月 25 日以衛授食字第 1061604871 號令
修正，本修正案前於預告 60 日期間，未有相
關單位及醫療器材公會等針對修正內容提出
任何意見，故該修正案自發布日起施行，先
予敘明。
本次修正中新增「C.3130 困難梭狀桿菌毒素
(Clostridium Difficile Toxin)基因擴增試
劑」品項，屬第二等級醫療器材。請許可證
持有廠商自行檢視現持有之「C.2660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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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及測定器材」之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
證，倘產品符合前項修正之 C.3130 困難梭
狀桿菌毒素(Clostridium Difficile Toxin)
基因擴增試劑範圍者，其醫療器材許可證及
廣告處理方式請會員逕上本會網站查詢(已
放置網站)。
衛生福利部為落實管理，自即日起品名列有
「困難梭狀桿菌」之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
證產品進口邊境管制作業，由單證比對改為
人工比對，以確保簽審文件申請進口報關之
貨物符合原切結申請內容、醫療器材管理辦
法及藥事法相關規定，請會員依規定配合辦
理。

【
「性傾向扭轉(迴轉)治療」
恐違反兒少法或刑法】
衛生局函轉有關民間機構投訴「性傾向扭轉
(迴轉)治療」一案，說明如下：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 年 2 月 22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0970 號函暨臺中市政府 105 年 6 月 15
日府授社婦字第 1050124931 號函、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林靜儀委員「研修將扭轉治
療公告為醫師法第 28 條之 4 第 1 款規定不得
執行之醫療行為」提案，及國家發展委員會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有關「為消弭
社會疑慮，政府於推動攸關人民性傾向、性
別認同等政策，須主動公開專家學者報告及
辦理公聽會」提案，衛生福利部後續推動事
項辦理。
性別認同涉及醫學部分，查目前世界精神醫
學界已將其排除於疾病名單。
倘若民眾對於自身之性特徵與性別認同產生
心理問題或適應障礙，而有焦慮、憂鬱或其
他精神疾病時，尋求精神醫療專業協助，由
醫師依專業知識進行診斷及治療，或轉介相
關科別協助，符合醫療正當性。
另衛生福利部就旨揭行為函詢臺灣精神醫學
會、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台灣兒科
醫學會、台灣臨床心理學會、臺灣心理治療
學會及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經綜整各專業團
體意見如下：
(一)目前國際上主流醫學及健康組織如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UNHRC)、世界衛生組織
(WHO)、世界醫師會(WMA)、世界精神醫
學會(WPA)、美國醫學會(AMA)、美國精
神 醫 學 會 (APA) 、 美 國 兒 科 醫 學 會
(AAP)、美國心理學會(APA)及美國諮商
心理學會(ACA)等均有共識，咸認為同性
戀或同性傾向並非疾病，任何企圖改變
性傾向的作法和行為，都應不視為治
療，應視為無效且對人具有傷害及危險
的行為，執行該行為將違反人權。
(二)無論醫學、精神醫學及心理學上均無所
稱之「性傾向扭轉(迴轉)治療(sexual
orientation reverse/rotation/conversion therapy)」。
基於性傾向並非疾病，醫學、精神醫學及心
理學上均無所稱之「性傾向扭轉(迴轉)治
療」，爰該行為不應視為治療，也不應歸屬
為醫療行為。如有任何機構或人員執行「性
傾向扭轉(迴轉)治療」，應依據實質內容、
事實，認定是否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或刑法第 304 條「以強暴、脅迫使人
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 」強制罪等
相關法規處辦。

全聯會轉知
【公告修正健保醫療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項目
新增六項開放表別至基層診所】
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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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含住院診斷關聯群 Tw-DRGs 支付通則之
附表修正，以及新增皮質素免疫分析等六項
開放表別診療項目至西醫基層院所，說明如
下：
上揭除第七部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診斷關聯群
第一章 Tw-DRGs 支付通則之附表 7.3「107 年
3.4 版 1062 項 Tw-DRGs 權重表」，自 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外，自 107 年 2 月 1 日生效，
發布令影本(含法規規定)、修正項目、修正
總說明及對照表(請上網查詢)。
有關西醫基層新增開放表別診療項目，臚列
如下：
(1)皮質素免疫分析(醫令代碼 09113C)。
(2)人類白血球抗原(醫令代碼 12086C)。
(3)甲促素結合體抗體(醫令代碼 12121C)。
(4)脈動式或耳垂式血氧飽和監視器-每次
(醫令代碼 57017C)。
(5)局部皮瓣(1-2 公分) (醫令代碼 62046C)。
(6) 局部皮瓣(2 公分以上) ( 醫令代碼
62047C)。

【兒童常規疫苗接種之處置費
補助費用撥款事宜】
全聯會轉知有關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委請
中央健康保險署協助撥付醫療院所執行 106
年第二季兒童常規疫苗接種之處置費補助費
用，預計於本(107)年 3 月下旬前完成撥款，
說明如下：
有關 106 年第二季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
(含 106 年 4-6 月 1 歲以下兒童、106 年 1-6
月低收/中低收入戶學齡前兒童常規疫苗處
置費以及 106 年 1-3 月申復費用)，係透過各
醫療院所匯入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
(NIIS)之接種資料，並依本署公告之補助原
則進行篩選及核算補助金額。
前述資料於106 年12 月函請地方政府衛生局
轉轄內醫療院所核對完成，本年 1 月 17 日函
請中央健康保險署代為撥款，該署預計於本
年 3 月下旬前完成付款作業。

【修正執行業務者帳簿憑證
設置取得保管辦法】
轉知財政部公告修正發布「執行業務者帳簿
憑證設置取得保管辦法」，說明如下：
本次修正重點：（一）參據商業會計法第四
十條、商業使用電子方式處理會計資料辦法
及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
辦法規定，將使用電子計算機處理帳務修正
為使用電子方式處理帳務。(修正條文第三
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二）考量電子

化環境日趨成熟，實務上執行業務者使用電
子化方式處理帳務日益普遍，已無實施電子
化處理帳務作業初期責由使用者報經主管稽
徵機關備查之必要，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五條
規定。(現行條文第五條)。（三）配合電子
發票之實施，參據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
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規定，增訂執行業務者
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傳輸或接
收之原始憑證(含電子發票)，其憑證處理及
保管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及第九
條)。（四）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記帳士
法及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
證辦法規定，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一
條、第六條及第十條)。（五）修正本辦法之
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相關訊息已刊登全聯會網站。

【大腸癌篩檢工具盒文稿供參】
全聯會轉知為協助醫師提供民眾大腸癌篩檢
服務，國健署委託社團法人台灣消化系內視
鏡醫學會完成大腸癌篩檢工具盒文稿（已放
置公會網站）說明如下：
大腸癌發生為我國發生人數最多之癌症，為
降低大腸癌對國人的威脅，國健署自 99 年起
擴大辦理大腸癌篩檢（即定量免疫法糞便潛
血檢查），該項「新型」免疫法糞便潛血檢
查有別於傳統的化學法，檢查結果不受飲食
影響，檢查若為陽性，需轉介做大腸鏡檢查
（或「乙狀結腸鏡＋鋇劑攝影檢查」），而
非再次提供糞便潛血檢查。

【長照機構建管、消防、土地
之法規依據及辦理情形】
全聯會轉知「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建管、消防、
土地之法規依據及辦理情形」(已放置公會網
站)資料，說明如下：
為因應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為利服務資源
佈建，衛生福利部 106 年 12 月 18 日研商「長
照資源布建與充實人力相關事宜」會議決議
及 107 年 1 月 2 日內政部營建署召開研商
「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之相關建築管理事宜」
會議，有關建管、消防及土地之法規鬆綁辦
理情形資料供參。

【107 年臺灣醫療報導獎
－徵文活動】
針對當前醫療現況，鼓勵以評論或故事形式
之文學創作，邀請大家一同改善醫療環境，
促進醫病關係和諧，全聯會特辦理「107 年
臺灣醫療報導獎—徵文活動」，即日起至 107
年 6 月 30 日受理報名，所有民眾不分年齡及
國籍皆可參加，惟須以中文創作。
活動主題分為「分級醫療」、「醫療人員勞
動權」、「健保制度」、「居家醫療」、「安
寧緩和醫療」、「運動與健康」等六大面向，
獎金最高新台幣參萬元，得獎者將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本會醫師節慶祝大會公開頒獎。
報名：請於 6 月 30 日前，先至全聯會網站
(www.tma.tw)下載「報名表」、「參
賽作品表」與「著作權讓與及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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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同意書」，填妥「報名表」及「參
賽作品表」，並將 word 檔 Email 至
cynthia@tma.tw，再檢附相關資料與
參賽作品，掛號郵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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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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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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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項。
(2)107 年 1 月 26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4851
號函有關107 年2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藥品
價格之異動情形（計 138 項）
，業已署於
該署全球資訊網/藥材專區/藥品/健保用
藥品項。
(3)107 年 1 月 29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00638
號函有關合誠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之
「"合誠"捨暈寧糖衣錠（敵芬尼朵）
（衛
署藥製字第 020921 號；健保代碼：
AC20921100、A0209211G0）
」藥品，業經
主管機關認定係屬第二級危害回收。
(4)107 年 1 月 29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4792B
號函通知本保險健保用藥品項
「Orencia(健保代碼：KC00945258)」
，自
107 年 3 月 1 日起，價格調整為每支 5,385
元/125mg。
(5)107 年 2 月 2 日健保審字第 1060065619
號公告暫予支付罕見疾病藥品
Naglazyme(galsulfase)Injection 暨取
消 專 案 進 口 Naglazyme inj.
5mg/5ml/vial(galsulfase)
biomarinpharmaceutical 之健保給付。
(6)107 年 2 月 5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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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項。
(7)107 年 2 月 6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4857
號公告專利權期滿日於每年第四季之第
二大類藥品支付價格調整事宜(計 22
項)，業於 107 年第一季檢討藥品支付價
格調整結果如附件，並自 107 年 3 月 1 日
生效。
(8)107 年 2 月 6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0439
號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史賽克"充沛
流量導引器(衛部醫器輸字第 029622
號)」暨其給付規定。
(9)107 年 2 月 6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1473
號公告暫予支付含 aripiprazole 成分藥
品 ABILIFY MAINTENA (aripiprazole)
for extended-release injectable
suspension, 300mg 及 400mg/pre-filled
dual chamber syringe 共 2 品項。
(10)107 年 2 月 7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00160
號函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拜耳股份
有限公司自請註銷「“拜耳”拜安康血
糖監測系統」
（衛署醫器輸字第 019943
號）之醫療器材許可證一案，該署將自

107 年 4 月 1 日取消該等品項之健保支
付。
(11)107 年 2 月 9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34909
號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奧林柏
斯”膠囊內視鏡系統及其附件-膠囊內
視鏡」等共計 3 項暨其給付規定。
(12)107 年 2 月 9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1539
號公告暫予支付含 vortioxetine 成分
藥品 Brintellix Film-coated Tablets
(vortioxetine) 5mg、10mg、15mg 及 20mg
共 4 品項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13)107 年 2 月 13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1568
號公告暫予支付含 taliglucerase alfa
成分藥品(如 Elelyso)及其給付規定。
(14)107 年 2 月 13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1645
號 公 告 暫 予 支 付 含
empagliflozin/metformin 成 分 藥 品
Jardiance Duo Film-Coated Tablets
5mg/500mg、5mg/850mg、5mg/1000mg、
12.5mg/500mg 、 12.5mg/850mg 、
12.5mg/1000mg 共 6 品項及其藥品給付
規定。
(15)107 年 2 月 13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1775
號公告異動 107 年 2 月 6 日以健保審字
第 1070034857 號公告之第二大類藥品
支付價格調整事宜。tafluprost 之成分
專利權業經專利專責機關延長專利權期
限至 107 年 12 月 21 日，含 tafluprost
之 3 項藥品維持原健保支付價格，支付
價格如下：
(一)Taflotan-s ophthalmic solution
(健保代碼 BC26615405)為 18.9 元；
(二)Taflotan ophthalmic solution (健
保代碼 BC25377414)為 531 元；
(三)Tapcom-s ophthalmic solution (健
保代碼 BC26770405)為 20 元。
(16)107 年 2 月 14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1566
號公告暫予支付含 canagliflozin 成分
藥品 Canaglu Tablets 100mg 暨其藥品
給付規定。
(17)107 年 2 月 14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1602
號 公 告 暫 予 支 付 含
dapagliflozin/metformin 之複方成分
藥 品 Xigduo XR Extended-Release
Tablets 5mg/500mg 、 10mg/500mg 、
5mg/1000mg、10mg/1000mg 共 4 品項暨
其藥品給付規定。
(18)107 年 2 月 14 日健保審字第 1070051617
號公告暫予支付含 evolocumab 成分藥
品 “ Amgen ” Repatha Solution for
Injection 暨其藥品給付規定。
※衛生局函轉公告「107 年度藥品不良反應
及醫療器材不良事件通報相關業務之受託
機構」
，可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
站(http://www.fda.gov.tw )之「本署公
告」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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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誠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產品。
(2)林璋貿易有限公司之部分藥品。
(3)信東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藥品。
(4)溫士頓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之部分藥品。

請配合立即下架，勿陳列販售旨揭違規
產品。
(12)公告註銷
「必眼安
（衛部藥製字第 058824
號）
」藥品許可證。
(13)公告註銷「"正和"髮茂露軟膏（衛署藥
製字第 017563 號）
」等 4 件藥品許可證。
(14) 公告註銷「"瑞士"氫氧鋁膠錠（內衛藥
製字第 014315 號）
」藥品許可證。

本次轉知回收醫材之藥廠及產品為：
(1)蓓莉雅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福清”外
科手術用口罩(衛署醫器陸輸字第 000313
號)」及「“蓓莉雅”外科手術用口罩(衛
部醫器陸輸第 000758 號)」
，請配合辦理
回收。
(2)龍有實業有限公司販售之「“西門紫”瑞
客思登助聽器(未滅菌) 」(衛署醫器輸壹
字第 001735 號)產品，配合辦理回收。
(3)英屬維京群島商亞太醫聯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委託製造、販售之「保盾外科
手術口罩（衛署醫器製字第 003462 號）
批號：1051961」醫療器材，檢驗結果與
規定不符，請配合辦理回收。
(4)台灣愛德華生命科學股份有限公司主動
回收「“愛德華”卡本特-愛德華沛旅旺
人工心瓣膜（衛署醫器輸字第 018210
號）
」
（型號：6900PTFX，7300TFX）
。
(5)「福爾見康血糖測試系統」(衛部醫器製
字第 004706 號)產品，涉違反藥事法規定
一案，詳細回收產品為「福爾見康血糖測
試系統（機台批號：427911614005986F、
427911614006104E 、 4279116140061060
及 4279116140060867）；（試紙批號：
TD16J126-BIF、TD16F101-BHF）
」
。
(6) 「”加利”醫用口罩（未滅菌）
（衛署醫
器製壹字第 001787 號）
」
（製造日期:104
年 1 月 5 日）
」醫療器材，經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檢驗報告書檢驗結果判
定「壓差測試」為不適，請配合回收。
(7)「”觀達”外科手術口罩（衛部醫器陸輸
字第 000602 號）
（批號：GKELS28013）
」
產品，檢驗結果不符。
「”觀達”醫療用
口罩 （未滅菌）（衛署醫器輸壹字第
011832 號）
（批號：GKEL66006）
」產品，
（衛署醫器輸壹字第 011832 號）（批
號：GKEL66006）
」
，請配合回收。
(8) 有關「吉優利可」彩色軟性隱形眼鏡(衛
部醫器輸字第 026389 號)、
「吉優幻彩」
彩色軟性隱形眼鏡(衛部醫器輸字第
024046 號)產品外包裝與原核准仿單不
符，請配合回收。
(9)公告註銷岡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岡新”熱及濕氣凝結器(人工鼻)
(滅菌)（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4191 號）
」
醫療器材許可證。
(10)衛生福利公告註銷衛署醫器製字第
003684 號，品名「明傑快速驗孕試劑」
許可證。
(11)宜蘭縣羽羽士企業有限公司製售之「護
具(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1040 號)」涉違
反藥事法乙案，因該公司已解散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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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下載查詢
※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函轉有關「第一級
第二級管制藥品限量核配辦法」第二條附
表，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7 年 2 月 13 日令
修正發布施行，並自即日生效，請各位會
員知悉，說明如下：
上揭修正草案，業經衛生福利部於中華民
國 106 年 11 月 6 日以衛授食字第
1061800722 號公告於行政院公報，踐行法
規預告程序。
上揭發布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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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公告「辦理 107 年度藥害救濟
業務之受託單位」
，請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網址：http://www.fda.gov.tw)
之「本署公告」自行下載查詢。
※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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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日起實施，上揭方案
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公告，請自行擷取。
修訂內容為「固接網路」增訂「診所及交
付機構」得選擇一般型 FTTB 6M/2M 之固
接網路頻寬項目（月租費上限為新台幣
1,702 元。
※生福利部於 107 年 2 月 9 日修正發布施行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三條附表(一)及
第九條附表(七)，公告事項詳載於衛福部
全球資訊網站(https://www.mohw.gov.tw
)，請於「最新消息」/「 公告訊息」/「107
年度」下載。(https://www.mohw.gov.tw
/cp-3763-39624-1.html）
。
另全聯會函轉本次公告重點：
（一）刪除診
所設置標準放射線診斷設施應「有輻射偵
檢器」之規定（本會建議刪除「有輻射偵
檢器」之規定，業獲採納）
。
（二）因應驗
光人員法實施，增列醫院及診所有關驗光
人員及設施之相關規定。
（本會建議業獲採
納，放寬醫院設置標準及診所設置標準公
告預告之規定:即設驗光設施者，除由醫師
親自執行該業務者外，應有下列之一之人
員一人以上：(1)驗光人員(2)護理人員。
(3)驗光人員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曾
應驗光師(生)特種考試者。本規定僅適用
至民國一百一十五年一月五日。）
本會 106 年 12 月 28 日全醫聯字第
1060001924 號函就衛生福利部公告預告修
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三條附表(一)及第
九條附表(七)有關驗光人員與驗光設施之

相關規定一案，全聯會之立場，副本諒達。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修正「C 型肝炎全
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
，上揭公告內
容將醫事服務機構及醫師資格以醫院及基
層院所條列區分，其中醫院新增消化系兒
科、血液病內科、腫瘤內科專科醫師、癌
症相關科醫師及符合器官移植手術資格之
專科醫師；基層院所則為具有消化系內科
或消化系兒科專科醫師。
計畫執行內容及修正對照表，請於該署全
球資訊網下載；網址路徑：首頁
(www.nhi.gov.tw)>公告)。
※衛生福利部公告「107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
各部門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一般服務費用之
地區預算分配方式」
，相關附件已放置公會
網站，請逕上公會網站查詢。
※全聯會轉知「全民健康保險慢性阻塞性肺
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最新八場次資格認
證教育訓練課程，相關訊息請至台灣胸腔
暨重症加護醫學會自在呼吸健康網網站
（http://www.asthma-copd.tw/）查閱及
報名。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三、2 月 6 日 23:50 花蓮發生規模 6 地震，
造成多人死傷，建築物倒塌，是否爰往
例協助賑災案。
決議：
(1)由本會理監事組團拜訪花蓮縣醫師公會
(二天一夜花蓮愛心之旅)，冀期透過二會
交流帶動觀光事業，拜訪日期及記者會相
關事宜再與花蓮縣醫師公會研議。
(2)捐款新臺幣壹拾萬元整給花蓮縣醫師公
會(捐助對象為未符合縣政府補助條件之
花蓮受災的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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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7 名。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8 時 15 分。

第25 屆第11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2 月 25 日（日）16:30
地 點：長榮桂冠酒店 B2 桂冠廳
出席者：王博正副理事長等 26 名
列席者：巫永德顧問、李孟智顧問、劉茂彬
秘書長等 18 名
指 導：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黃敏
慧科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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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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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 107 年 3 月勞基法
修法重點提醒
(僅寄診所負責醫師)
3.2 月科管理各科決議事項
（僅寄基層醫師）

會中陳正和常務監事建請健保署中區業務
組：因應今（2018）年流感疫情，是否能比
照二年前（2016 年初）有免抽審條款，或
少抽審? 俾減輕流感疫情造成基層醫師
行政作業的負擔。
方志琳組長表示：會請中區業務組同仁依
據 CDC 的監測資料比較流感及其他感冒
症狀人數多寡做為考量，若影響度真的很
大，會考慮參照二年前方式處理。
貳、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一、請審查本會 107 年 1 月份經費收支。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會員陳哲信醫師申請急難救助金之會費
減免展延一年，請討論案。
決議：
(1)依據會員急難救助辦法第四點陳哲信醫
師會費得再減免一年(自 107 年 1 月至 12
月止)。
(2)會員凌嘉宏醫師、吳西妮醫師，依照本會
章程第十二條規定按期繳納會費。
另依章程規定催繳會費後，在不影響其他
會員權益下，家屬如願意繳交本會保險費
及全聯會上級會費，再協助保留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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