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摘要

頁面

8/25 演講會
公會備有三台舊型讀卡機供診所借用
9/8、9/29 流感疫苗暨疫苗冷運冷藏管
理教育訓練
P1
8/31 前繳交醫療糾紛互助金
醫療機構執行門診業務之需要設置各
類診療檯疑義
各單位學術活動訊息
108 年全民健走-百萬俱樂步
P2
10/19 全國大會師中部場
P2-P3
12/8 牙醫師盃路跑錦標賽

第⑵場（14:30-15:30）聘請衛生福利部臺中
醫院骨科張永森主任主講：
「常見肩關節病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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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神
經學會學分申請中）
。

公會備有三台舊型讀卡機
供診所借用

中區分會分科紀錄
活動後報導
衛生局轉知
公告修正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
請協助加強宣導護理人員勿將證照租
借予他人使用
鼓勵院所設置高齡友善無障礙空間及
環境
醫療法第 63 條簽具同意書「關係人」
釋疑
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說明
及相關資訊網站連結
請確實核對保險對象身份
請確時遵守管制藥品殘餘量銷燬之相
關規定
第一等級醫療器材得宣稱及不得宣稱
廣告詞句例示
提醒加強疑似麻疹個案診斷及時通報
並採取防治措施
全聯會轉知
優先開立健保給付之品項藥品
107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
款核發作業
醫護人員執行疫苗接種前之排氣與反
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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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針對基層診所會員讀卡機備用需求，本會醫
政保健委員會建議由公會備(舊式 sam 卡)庫
存數台(目前三台)，以利會員讀卡機維修空
窗期急用之院所借用，需要者請洽本會
23202009(但恐需另行配置轉換接頭)。

9/8、9/29 流感疫苗暨疫苗
冷運冷藏管理教育訓練
P3-P4

衛生局轉知疾管署「108 年度醫事人員流感
疫苗暨疫苗冷運冷藏管理教育訓練」
，請各院
所醫事、疫苗管理人員、防疫人員踴躍報名，
課程表相關訊息如下表：
場

P4

次

9 月 8 日(日)
08:00~12:00
9 月 29 日(日)
13:00~17:00

P5
P5-P6
P6

8 月 25 日（13:30-15:30）
(1) 肝癌的治療現況
(2) 常見肩關節病變
本會訂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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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中市防癌協會聘
請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肝膽胃腸科周鈴泰主
任主講：
「肝癌的治療現況」
。

地
點
衛福部豐原醫院醫療大樓
9 樓視聽講堂
(豐原區安康路 100 號)
臺中榮民總醫院研究大樓
2 樓第一會場
(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報名方式：採網站報名，欲參加者自 8 月 19
日起可逕至衛生局線上報名系統
網 站 報 名 ( 網 址
http://signup.hbtc.gov.tw/)
或搜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線上
報名系統」連結報名網頁，相關
事宜請洽 25265394 轉 3584 莊梅
鈺小姐。
課程內容包含流感防治與疫苗接種政策、流
感疫苗接種計畫執行重點及流感疫苗管理系
統與冷運冷藏管理等主題，全程參與人員將
授予「認識流感疫苗及疫苗冷運冷藏管理」
課程結業證書，課程證書一律現場發送，恕
不補發。
本訓練申請醫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包括內
科、兒科、家庭醫學科、護理人員及公務人
員終身學習時數)。

8/31 前繳交醫療糾紛互助金
為維護您的權益，請有意願加入本會互助金
會員，請務必於 8/31 前完成繳費。
本互助金非強制繳納，請會員本人確定有意
願參加，才需繳費。繳費單已於 7 月中專函
寄發，如需補單請洽本會會計謝小姐。

醫療機構執行門診業務之需要
設置各類診療檯疑義
衛生局及全聯會函轉有關衛生福利部釋示
「醫療機構執行門診業務之需要設置各類診
療檯疑義」案，(以全聯會來函內容)說明如
下：
108 年 4 月 2 日全聯會拜會衛生福利部醫事
司石崇良司長，建請衛生福利部及各地方衛
生主管機關重新審視「觀察床」之認定標準，
並訂定相關彈性措施，以符合實務上之運
作；會議結論：
(一)鑒於醫療機構內因診療過程所需，短期
處置治療所設病床，與相對長時間收治
病人，觀察病情變化，俾以確認最終處
置之觀察床有所不同。醫事司預計於一
個月內廢止 97 年 3 月 20 日衛署醫字第
0970008862 號函，另行函釋說明前者可
由醫療機構視需要設置。
(二)考量近一兩年醫事司陸續公告許多新函
釋，規劃將於衛福部醫政研討會再行整
理說明，以供各地衛生主管機關參考。
108 年 5 月 6 日衛生福利部為釐清西醫診所
及中醫診所因業務需求設置治療檯與診所設
置觀察病床之差別，惠請全聯會填復西醫診
所設置治療檯之條件及種類彙整表。經全聯
會徵詢各縣市醫師公會及各專科醫學會之意
見，並於彙整後於 108 年 6 月 6 日函復衛生
福利部。
有關醫療機構執行門診業務之需要設置各類
診療檯疑義一案，衛生福利部函復重點如下：
(一)醫療機構執行門診業務時，基於診斷、
檢查及治療處置之需要，得設置或躺或
臥之診療檯，如理學檢查檯、骨外科治
療檯、復健治療檯、內視鏡檢查檯、超
音波檢查檯、心電圖檢查檯、內診檯、
美容醫學治療檯、針灸治療檯及推拿治
療檯等相關診療檯，不屬於前揭觀察病
床，無須登記於醫事管理系統。惟如診
所將上開診療檯挪為觀察病床使用，則
依違反醫療法第 15 條規定，依同法第
103 條規定論處。
(二)衛生福利部 97 年 3 月 20 日衛署醫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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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008862 號函之說明三略以：
「96 年
醫療行政及醫療法規研討會提案 20：目
前僅有產科病床、觀察床，這 2 種病床。
除診間之外，其餘原則皆為觀察床，需
配置醫護人員，如非觀察床，須請機構
移走」之決議，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108 年 9 月 23 日(一)
108 年 10 月 2 日(三)

豐原場
豐原場

相關事宜請洽 04-23580655 林淑芳小姐。

8/30 108 年度上市後醫療器材
各單位學術活動訊息

8-10 月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訓練課程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接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
康署委託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線上課
程」
，全程參與並完成測驗及課後問卷，即可
取得醫師、護理師、醫檢師專業品質繼續教
育學分(申請中)，課程說明及報名表，可逕
至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站新聞焦點瀏覽下
載。(https://www.tafm.org.tw/)
上課時間：108.08.12-108.10.20
各場次、時間、地點請上該學會
網站查詢。
參與資格：與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業務相關之
醫事人員。
報名手續：本課程全程參與之學員免收報名
費，請於 108.9.25 前由台灣家庭
醫學醫學會網 站新聞焦點（網址
https://www.tafm.org.tw）點選
連結網址線上報名或填寫報名
表。
課程說明及報名表可逕上該會網站查詢，或
洽 03-932-5192 轉 71292 林小姐。

8-10 月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責任通報人員教育訓練
為加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網絡單位之間
的合作，特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責任通報
教育訓練，增強責任通報人員的通報機制，
透過教育訓練課程強化責任通報人員正確通
報觀念，藉以提升責任通報人員相關防暴認
知和敏感度，辦理「108 年度臺中市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防治責任通報人員教育訓練」
，請
踴躍參加。

主辦：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承辦：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
辦理地點：
(一)台中場：臺中市文創園區-衡道堂小
禮堂（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
段 362 號－台中舊酒廠)
(二)豐原場：台中市工業總會-6 樓第一
教室（台中市豐原區東仁街
138 號 6 樓）
場次日期如下表：
(各場次時間皆為當日 8:30-17:00)
日期
地點
108 年 8 月 26 日(一)
台中場
108 年 8 月 29 日(四)
台中場
108 年 9 月 11 日(三)
豐原場

風險管理及不良事件分享研討會
主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承辦：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
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合辦：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時間： 8 月 30 日（五） 13:30 -17:00
地點：中國醫藥大學立夫教學大樓一樓
103 講堂
報名：8 月 20 日止或額滿為止（約 100 人，
以報名優先順序）
。僅受理網路報名，
請詳見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官網
/首頁/最新消息/活動研習
(https://www.tdrf.org.tw/news02/)。
該課程已申請護理師繼續教育積分、醫工人
員持續教育學分相關學分，相關事宜請洽
02-2358-7343 轉 253 陳小姐。

9/20 108 年度上市後醫療器
材安全監視研討會(中部場)
主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承辦：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
時間： 9 月 20 日（五） 13:30 - 17:00
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 3 樓）
對象：醫療器材商
報名：限 130 人（報名成功名單將於 9/12 公
告）
，8/12 上午 9 時至 9/6 日或額滿
為止（以報名優先順序）
。報名方式請
詳見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官網/
首頁/最新消息/活動研習
(https://www.tdrf.org.tw/news02/)。
相關疑問請洽 02-2358-7343#253 陳小姐 。

9/29 108 年秋季研討會預立
醫療照護諮商臨床實務研習
標題：108 年秋季研討會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臨床實務研習
日期：9 月 29 日(日) 08:30～16:30
主辦：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
台灣安寧緩和護理學會(邀請中)
地點：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瓦特+希羅
廳(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位於台
鐵新烏日車站 3 樓）
報名：需收費，線上報名：請至醫學會網站
http://www.hospicemed.org.tw（學
術活動專區）
。傳真或 E-MAIL 報名：
tahpm88@gmail.com 或 傳 真 至
(02)2356-9476。
招生對象：二會會員、安寧療護之臨床實務
工作者，預計約 100 位。
本課程內容符合衛生福利部「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人員資格採認及課程辦理須知」之規
定，全程參加之醫師及護理人員，將核發「預

立醫療照護諮商訓練課程」時數證明。

11/17 兒童胸腔暨重症醫學的過去
30 年回顧與未來展望研討會
主辦：臺北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部新生兒科
(兼兒童胸腔重症)
合辦：台灣兒童胸腔暨重症醫學會
日期： 11 月 17 日（日）08:30-17:00
地 點：臺北榮民總醫院會議中心(致德樓)
第三會議室
報名：至台灣兒童胸腔暨重症醫學會網頁
(www.pedipulm.org.tw) >(首頁左側)
點 選 線 上 報 名 或 傳 至
(pedipulm@ms67.hinet.net) 或 傳 真
02-2873-5302 至該會報名，相關事宜
請洽 02-2873-5315 或 0919-450567。

108 年全民健走-百萬俱樂步
10/19－全國大會師中部場
衛生局轉知為帶動全民健走風潮，鼓勵各場
域平常沒有運動習慣的民眾，選擇最容易、
最安全，且隨時隨地都可進行的「健走」活
動，持續達成每日 1 萬步，鼓勵民眾持續參
與相關活動之風潮，故國民健康署辦理「108
年全民健走-百萬俱樂步」活動，說明如下：
活動一：全民樂活一起走(即日起至 108 年
11 月)：每天走 6000 步、每月達標
10 天者（即一個月中有 10 天完成
單日 6000 步）
，即可參加抽獎；另
有揪團拍照獎項。
活動二：節慶來健走(即日起至 108 年 10
月)：配合特定節日，當週單日步數
達成目標，即可參加抽獎。
活動三：北、中、南 健走嘉年華(108 年 8
月~108 年 11 月)：完成 1 條線上指
定健走路線者，即可參加抽獎活動。
活動四：北、中、南 全國大會師(108 年 10
月~108 年 11 月)：3 場實體會師活
動，預定 108 年 10 月 26 日於國立
體育大學辦理北部場、中 108 年 10
月 19 日於東海大學辦理中部場，
108 年 11 月 30 日於高雄駁二特區
辦理南部場。
活動四全國大會師預定 10 月 19 日(六)於東
海大學辦理中部場健走活動，屆時衛生局將
與國健署合辦，重點如下：
對象：市民學校職場醫院社區健康營造單位
及社區關懷據點等各場域民眾。
活動內容：實體健走活動，活動當日提供贈
品/攤位體驗。
參加者可獲得參加獎一份。
詳情請見活動網站(https://ttiia.org/)，
並鼓勵民眾共同參與(活動海報已放置公會
網站)。

12/8 牙醫師盃路跑錦標賽
為響應節能減碳政策及增進全民良好身心健
康休閒運動，而推廣健康休閒運動，歡迎全
國馬拉送路跑愛好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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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台中市政府運動局
衛福部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承辦單位：台中市牙醫師公會
日期：108 年 12 月 8 日(日)AM05:00~12:00
地點：臺中市政府市政大樓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 號)
報名：一律採網路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mOLE9 或搜尋「愛
從齒開始 護牙馬拉松」即可報名，報
名組(1)住本國人士個人報名(2)住本
國人士團體報名(3)住外國人士報
名，歡迎踴躍參加。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中區分會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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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請會員妥為保
存，相關訊息將置放本會網站。

學術演講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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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澄清綜合醫院心臟內
科張耿豪醫師主講：「冠狀動脈支架的鑑古
知今」。第⑵場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腎臟
科郭錦輯醫師主講：「大數據、人工智慧的
臨床應用」。第⑶場由嬌生股份有限公司聘
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風濕免疫科梁培英
醫師主講：「自體免疫疾病治療新進展」，
參加會員計128名。

福壽綿綿

7 月份生日會員 290 名，本會均寄精美生日
卡以表祝賀，滿 65 歲以上會員計李成忠、劉
培元、陳萬得、謝正發、張兆祥、王秀敏、
吳世銓、張安地、孫世明、林仁卿、沈戊忠、
張士三、楊緒耕、蔡嘉恩、鄭庚申、高銘聰、
連榮達、徐宗福、劉增安、林明正、周學儉、
賴安邦、陳茂元、蘇茂昌、蔡國陞、林宏業、
徐坤賜、楊勝源、張適欽、李三剛、黃重彥、
游文治、林金星、林聰明、吳銘標、洪啟賦、
吳誠中醫師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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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 登山社
新任社長～朱彥璋醫師
683 登山社由朱彥璋醫師於 108 年 8 月起榮
任社長。欲參加登山社活動，可洽公會
04-23202009 黃鈴婷小姐。

卡拉 OK 聯誼社
社長～陳正和醫師連任
7 月 27 日卡拉 OK 聯誼社假錢櫃 KTV 召開社
員大會，會中推選陳正和醫師連任社長，副
社長葉元宏醫師、總幹事尹德鈞醫師。

衛生局轉知
【公告修正即時查詢病患就
醫資訊方案】
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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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8 月 1 日起實
施，說明如下：
上揭方案修正內容如下：
(一)「固接網路」網路月租費：基層診所及
其他醫事服務機構之支付上限修正為
一般型光纖 6M/2M 1,691 元。
(二)「行動網路」網路月租費：4G 優惠方案
支付上限修正為 799 元。
(三)資料上傳獎勵：
１、轉(代)檢案件之醫療檢查影像及檢
驗(查)結果上傳獎勵條件，修正為
「須於實際收到影像(報告)日期 24
小時內上傳」
。
２、新增 46 項獎勵即時上傳檢驗(查)結
果項目，且 108 年 8 月至 10 月於費
用年月次月底前上傳，即予獎勵，
自 108 年 11 月起，須於報告日期 24
小時內上傳，方予獎勵。
上揭方案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 公告
(https://www.nhi.gov.tw/BBS_Detail.asp
x?n=73CEDFC921268679&sms=D6D5367550F18
590&s=B7B83151E38E8DC0)，請自行擷取。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上傳醫療檢查影像、檢驗
（查）結果、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及出院病
歷摘要之格式說明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醫
事機構/醫療費用支付項下，請自行擷取。

【請協助加強宣導護理人員
勿將證照租借予他人使用】
衛生局轉知有關按護理人員法第30 之1 條規
定：
「護理人員將證照租借予不具護理人員資
格者使用，廢止其護理人員證書；租借予前
述以外之人使用者，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得併處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
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
是以，為杜絕基層診所租借護理人員證照，
發生聘僱非護理人員執行護理業務之情事，
影響護理人員權益且造成人員管理上的問
題，請各院所協助加強宣導，以保障病人就
醫安全及維護護理權益。

【鼓勵院所設置高齡友善
無障礙空間及環境】

衛生局轉知有關設置高齡友善無障礙空間及
環境，以保障高齡長者就醫需求一案，請會
員知悉並鼓勵設置，說明如下：
查目前雖無相關法令規範診所需納入無障礙
建築物範圍，但為因應國內高齡人口快速增
加，保障長者就醫需求，提供友善醫療環境，
本局自 105 年起即陸續推動轄內衛生所加入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無障礙友善環
境)，並預計於今年度本市衛生所全數達到高
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惟診所主要提供民眾就醫的可近性及便利
性，許多長者亦就近且長期至診所就醫，為
提供長者一個友善的醫療環境，衛生局函請
公會協助轉知及鼓勵會員，再次檢視及評估
診所內部空間，是否合宜規劃設置高齡友善
無障礙空間及環境，以保障長者就醫安全。

【醫療法第 63 條簽具同意書
「關係人」釋疑】
衛生局函轉衛生福利部辦理有關宗教團體所
屬人員依醫療法第 63 條簽具同意書釋疑一
案，請各院所配合，說明如下：
查醫療法第 63 條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
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
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
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
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
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或無法親
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
或關係人簽具。所謂關係人，衛生福利部(前
為行政院衛生署)前於 99 年 8 月 30 日衛署醫
字第 0990075041 號函及 105 年 10 月 18 日衛
部醫字 1051667240 號函釋略以，病人之關係
人，原則上係指與病人有特別密切關係人，
如同居人、摯友等；或依法令或契約關係，
對病人負有保護義務之人，如社工人員、監
護人、少年保護官、學校教職員、肇事駕駛
人、軍警消防人員等。
爰，宗教團體所屬人員(如神父、修女、比丘、
比丘尼等)，如需依醫療法第 63 條簽具同意
書時，其關係人包含所屬教會其他神父、修
女或寺廟住眾等。

【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
案說明及相關資訊網站連結】
衛生局衛生福利部公告「居家失能個案家庭
醫師照護方案」
，重點內容，說明如下：
(一)實施日期 108 年 7 月 19 日-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特約單位需為參與全民健康保險「居家
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或「家庭醫師整合
性照護計畫」之診所(不限家醫科)，並
與縣市政府特約為長照服務單位。
(三)上揭方案於 108 年 7 月 19 日開始實施，
「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項目
「AA12 開立醫師意見書」於同日生效，
支付費用 1500 元，原住民或離島地區
1800 元。
配合該方案實施「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
流程及辦理注意事項」更新內容(已放置公會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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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居家失能個案家
庭醫師照護方案」相關資訊網站連結，說明
如下：
108 年 7 月 16 日衛生福利部業公告「居家失
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
，為鼓勵基層院所
多加參與，該部業設網站專區
(https://1966.gov.tw/LTC/lp-4457-201.h
tml)，內容包含如下，請多加利用宣導。
(一)「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公
告及計畫書。
(二)居家失能個案家醫方案流程圖及辦理注
意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居家失能個案
家庭醫師照護服務契約書參考範本。
(四)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醫師
意見書教育訓練〈現場紀錄影音及會議
簡報〉

【請確實核對保險對象身份】
全聯會轉知健保署請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
接受保險對象就醫時，確實核對保險對象身
份，說明如下：
全民健康保險在醫界的配合及全民的支持
下，達到給付範圍完整、醫療可近性高等特
性。惟近來發現外籍勞工或大陸配偶借予親
戚冒用健保卡就醫案件有日益增加之趨勢，
前開未具投保資格人士卻使用健保資源，實
對繳交保費之保險對象甚為不公平。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9 條、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辦法第 3 及 7 條規定略以，保險對象至
特約醫事機構就醫應繳驗健保卡及國民身分
證或其他證明身分文件(健保卡已足以辨識
身分時，得免繳驗)，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亦應
查核前開文件，有不符時，應拒絕其以保險
對象就醫身分就醫；未經查核者，保險人得
不予支付醫療費用；已領取醫療費用者，保
險人應予追還。
另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
理辦法第 36、37 及 38 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 81 條規定略以，未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
法規定，核對保險對象就醫文件，予以違約
記點 1 點，記點 3 次再有違反予以停約 1 個
月；申報明知以他人保險憑證就醫之醫療費
用，扣減十倍金額；以虛偽之證明、報告、
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處以核退或申報醫療
費用二倍至二十倍罰鍰，涉及刑責者，移送
司法機關辦理。不可歸責於保險醫事服務機
構者，不在此限。
健保資源有限，需各界共同協助維護珍惜，
為避免非保險對象冒用他人健保卡就醫，不
當占用健保資源，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接
受保險對象就醫時，如未能由健保卡辨識身
分，需配合依上開法規檢視國民身分證或其
他證明身分文件，確實查核依法應繳驗之文
件。

【請確時遵守管制藥品殘餘量
銷燬之相關規定】
衛生局轉知再次重申管制藥品殘餘量銷燬之
相關規定，請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應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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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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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管制藥品針劑之使用，實際使用量與病
歷處方量應相同，若有使用後之殘餘量應由
其管制藥品管理人會同有關人員銷燬，並製
作銷燬紀錄，由管制藥品管理人及有關人員
簽名備查。
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惠請務必轉知所屬會
員有關調劑使用後之殘餘管制藥品應依上述
規定辦理(銷燬紀錄範例已放公會網站供
參)。

【第一等級醫療器材得宣稱及
不得宣稱廣告詞句例示】
衛生局轉知有關「第一等級醫療器材得宣稱
及不得宣稱廣告詞句例示」
，業經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108 年 7 月 15 日公告，說
明如下：
有關「第一等級醫療器材得宣稱及不得宣稱
廣告詞句例示」
，業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於 108 年 7 月 15 日以 FDA 器字第
1081605457 號公告，公告事項如下：
本案係供醫療器材廣告文案編修之參
考，至有關廣告核定與否，仍須視廣告
之整體內容綜合判定。
「矯正鏡片(M.5844)」、「動力式熱敷墊
(O.5740)」、「軀幹裝具(O.3490)」、「醫
用鞋墊(J.6280)」、「非動力式治療床墊
(J.5150) 」、「 疤 痕 處 理 矽 膠 產 品
(I.4025)」「醫療用冷敷包(O.5700)」、
「助聽器(G.3300)」、「漂白牙齒的熱源
(F.6475)」及「不需處方之假牙清潔劑
(F.3520)」等 10 品項第一等級醫療器材
得宣稱及不得宣稱廣告詞句例示。
上揭公告及附件內容(已放置公會網站)或逕
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首頁/公
告資訊/本署公告)或(首頁/便民服務/廣告
申請) 項下專區瀏覽。

【提醒加強疑似麻疹個案診斷
及時通報並採取防治措施】
衛生局轉知今（108）年本市發生多起境外移
入麻疹病例及後續本土傳播事件，請貴單位
加強宣導所屬醫護人員、會員提高警覺，加
強疑似麻疹個案診斷、及時通報並採取防治
措施，避免接觸者增加導致疫情擴散，說明
如下：
依據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顯示，今(108)年越
南、泰國及菲律賓等國之麻疹疫情嚴峻且尚
未平息，國內之 44 例境外移入麻疹病例中，
即有 34 例係於前開 3 個國家感染，目前適逢
暑假期間，隨著國人前往該等麻疹流行國家
旅遊、探親等人數增加，今年 7 月迄今累計
已有 9 例境外移入病例。
本市 108 年已有多起境外移入病例未能於就
醫之第一時間被診斷疑似麻疹並通報，病患
已發燒出疹至門、急診數度就醫，惟臨床醫
師未落實 TOCC 問診機制或沒有警覺性，導致
病患未能即時被診斷通報與隔離，致後續需
要動員大量公共衛生人力進行接觸者追蹤，

近期一案接觸者高達 500 多人，且橫跨國內
多個縣市，導致疫情擴散及次波感染發生風
險增高。
為避免個案多次就醫仍未被診斷通報，延宕
防治時機，且提高群聚感染風險，故請貴單
位加強宣導麻疹通報條件、辦理教育訓練或
透過電子公布欄、刊登速訊等方式，加強提
醒臨床醫師務必提高警覺，如病人具有發
燒、出疹等麻疹疑似症狀，應落實「TOCC」
機制，問診時請特別注意病人之國外旅遊史
及疫苗接種史，如懷疑為麻疹個案，應儘速
通報及採檢送驗，並注意後續就醫隔離動線
安排，加強落實相關感染防護措施及病人衛
教，以降低疾病傳播之風險。

全聯會轉知
【優先開立健保給付之品項藥品】
全聯會轉知為維護民眾用藥權益，請轉知所
屬會員有關口服抗疱疹病毒劑，倘病患符合
健保給付規定，應優先開立健保給付之品
項，避免民眾自費用藥，說明如下：
健保署於 107 年 12 月 1 日業已擴增口服抗疱
疹病毒劑 acyclovir 於「其他感染帶狀疱疹
及單純性泡疹者」
，可給予 acyclovir 400mg
口服抗疱疹病毒劑，使用療程以 7 天為限」
。
目前同成分藥品健保給付共 8 品項。

【107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品質
保證保留款核發作業】
全聯會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有關 107 年度
「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核發作業
案，說明如下：
依據該署 107 年 10 月 18 日健保醫字第
1070014066 號公告之「107 年度全民健康保
險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辦理。
107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下稱
品保款)，摘要如下：
(一)107 年預算計有 2 億 1,461 萬 1,861 元。
(二)107 年西醫基層總額特約院所家數共計
10,669 家：
１、領取品保款院所家數計有 7,748 家(占率
72.6%)，未領取品保款院所計有 2,921
家(占率 27.4%)，其中 1,212 家(占率
11.4%)院所不符合本方案第肆點核發資
格之規定，1,709 家(占率 16.0%)院所權
重和為零或小於 80%。
２、每家醫療院所計算核發金額採四捨五入
方式，因此預算數與實際核發數有差
距，實際核發 2 億 1,461 萬 2,252 元，
與預算數相較差異 391 元。
本案預訂於 108 年 7 月 12 日前完成 107 年度
西醫基層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發放作業。
院所若提出申復等行政救濟事宜，業經審核
同意列入核發者，依方案規定，核發之金額
將自當時結算之當季西醫基層總額一般服務
項目預算中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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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執行疫苗接種前之
排氣與反抽建議】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函有關醫
護人員執行疫苗接種前之排氣與反抽建議，
說明如下：
近期因有醫護人員向衛生單位反映疫苗接種
前之排氣與是否執行反抽等疑義，經衛生福
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
(ACIP)108年第1次會議研議，建議如下：
(一)預充填疫苗注射前之排氣：為避免造成
醫護同仁評估判斷預充填針劑內空氣含
量多寡之困擾，建議依基本護理標準技
術，先排氣後再執行疫苗接種作業。惟
國際針對空氣殘留量在0.3 c.c.以下之
預充填疫苗，均建議得採不排氣即行注
射之作法。至自行抽取疫苗之品項，則
均仍依護理標準技術，先行排氣後再行
注射。
(二)疫苗接種前之反抽確認無回血：經綜整
國際針對執行肌肉或皮下注射疫苗之文
獻與實務作法，得採不反抽，以降低可
能引起之疼痛。惟依基本護理標準技
術，亦可先行反抽確認無回血再行注射。
前述建議請會員知悉並請納入相關教育訓練
課程，期能提供醫護人員正確認知，俾利據
以執行疫苗接種工作。

用藥相關規定
※衛 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 管理署函 知(1)
「Elvitegravir及Cobicistat成分藥品安
全資訊風險溝通表」(2)「Modafinil成分
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3)「直接口服
抗凝血劑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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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8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57360
號公告副本，公告「"Baxter" Extraneal
Peritoneal Dialysis SolutionWith
7.5% Icodextrin」藥品之支付標準及修
訂其給付規定。
(2)108 年 6 月 24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08386
號函，有關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cosone Cream "Bowlin"(衛署藥製字
第 023662 號 )( 批 號 053-1510 及
053-1601)」藥品部分批號回收一案。
(3)108 年 6 月 24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08587
號函，有關大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Diaglucon Tablets 80mg "T.F."
(Gliclazide)( 衛署藥製字第 043520
號)(批號 7212201)」藥品部分批號回收
案。
(4)108 年 6 月 25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658
號函，有關 ZunchinCapsules "Dau Chi"
等 30 項藥品許可證逾期未展延，將取消
健保給付案。

(5)108 年 6 月 26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57683
號公告副本，修正公告民眾自付差額特
材「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及「塗藥或
特殊塗層血管支架」之自付差額上限金
額，自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生效。
(6)108 年 6 月 27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08763
號函，有關壽元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Gentamycin Injection 40mg/mL
"S.Y,"(Gentamycin)( 衛 署 藥 製 字 第
032263 號)(批號 710062)」藥品部分批
號回收一案。
(7)108 年 7 月 1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08955
號函，有關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
Cekodin-A
Injection(Cephradine)(衛署藥製字第
039684 號)(批號：CDHA27)藥品部分批
號回收一案。
(8)108 年 6 月 27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748
號函，有關 108 年 7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
藥品價格異動情形，詳如藥品價格明細
表。
(9)108 年 6 月 28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57606
號函，茲通知健保用藥新增品項
「 BCG-medac, powder and solvent
forSuspension(專案進口)」(健保代
碼:X000181548)之收載係為解決目前缺
藥問題及病人醫療需要，故專案暫予支
付，其健保支付價自 108 年 8 月 1 日生
效，並於 109 年 8 月 1 日停止給付。
(10)108 年 7 月 2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57949
號公告副本，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
美敦力"深層腦部刺激導線組(函導線及
固定蓋)」等共 7 項暨其給付規定。
(11)108 年 7 月 3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57266
號函，有關 Salazopyrin en-tabs(衛署
藥輸字第 019749 號)藥品許可證註銷，
將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取消健保支付價。
(12)108 年 7 月 5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689B
號函，通知健保用藥品項 Afinitor 5mg
Tablets、 Afinitor 10mg Tablets、
Votubia 2.5mg Tablests 及 Votubia 5mg
Tablets 共4 品項0021100，VC00020100)
之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異動情形，並
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分別調整支付價格
為每粒 636 元、1,235 元、318 元、636
元。
(13)108 年 7 月 15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826
號公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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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項(含西藥 134 項
及中藥 33 項)。
(14)108 月 7 月 30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54595
號公告副本，公告異動含 interferon
famma
1B
成
分
藥
品
「 Immukin(interferon gamma 1B)
0.1mg/0.5mL 健保代碼為 X000167206」
共 1 品項之支付價格。
(15)108 月 8 月 1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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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項。
(16)108 月 8 月 2 日 健 保 審 字 第
10800355906B 號函，通知健保用藥品項
Xarelto Film-Coated Tablets 10mg、
15mg 及 20mg(健保代碼為 BC25129100、
BC25648100 及 BC25647100)等 3 品項之

全民健康保險藥品價格異動情形，自 108
年 10 月 1 日起均調整支付價格為每粒
60 元。
(17)108 年 7 月 24 日 健 保 審 字 第
1080035859B 號函，通知健保用藥品項
Xalkori Capsules 250mg 及 Xalkori
Capsules 200mg 共 2 品項(健保代碼為
BC25938100 及 BC25939100)之全民健康
保險藥品價格異動情形，並自 108 年 9
月 1 日起分別調整支付價格為每粒
2,562 元、2,050 元。
(18)108 年 7 月 29 日健保審字第 1080035916
號函，有關 108 年 8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
藥品價格之異動情形，詳如藥品價格明
細表(共 126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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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回收、註銷、變更許可證及其他：
(1)有關明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堪疏疼
膠囊(衛署藥製字第 008764 號)」
、
「"明德
"速化疹乳膏(衛署藥製字第 041576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
「痘痘清面
皰洗液 10%」
（衛署藥製字第050183號）
」
經核准變更仿單、標籤、外盒、適應症、
用法用量變更，請各院所配合回收驗章。
(2)有關黃氏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黃氏"
多特膠囊 250 毫克（硫酸固可沙明）
（衛
署藥製字第 040817 號）
」許可證，經核准
許可證變更，請各院所配合回收驗章。
(3) 有關成大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成大
"優佳朗錠 0.5 毫克（迪皮質醇）
（衛署藥
製字第 006691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
證變更，請各院所配合回收驗章。
(4)有關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產品「艾伏離
乳膏 0.1%（衛署藥製字第 049974 號）
」許
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各院所配合
回收驗章。。
(5)有關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產
品「複倍立平錠(衛部藥製字第 058573
號)」經核准變更仿單、
「"景德" 潔美易
消毒潔手溶液(衛署成製字第 012691
號)」
、
「"景德"景多力膠囊 250 毫克(賜福
力欣)」(衛署藥製字第 005062 號)等 4 張
經核准許可證變更、
「"景德" 驅炎寧膜衣
錠 50 毫克(二克氯吩鉀)(衛署藥製字第
045358 號)」等 3 件許可證，經核准申請
商移轉、委託製造廠、賦形劑、成品檢規
變更，請各院所配合回收驗章。
(6)有關生達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生達"喜滿佳甜嚼錠（衛署藥製字第
036697 號）
」經核准變更仿單、標籤、外
盒、鋁箔，請各院所配合回收驗章。。
(7)有關華琳實業有限公司產品「"華琳"感冒
膠囊( 衛署藥製字第 013480 號)」經核准
變更仿單、標籤、用法用量及賦形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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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所配合回收驗章。
(8)有關政德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可必爽
水溶性軟膏 0.5 公絲（可洛貝他索丙酸）
（衛署藥製字第 029354 號）
」許可證，
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回收驗章作
業。
(9)有關優良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舒炎寧
消炎噴液劑 1.5 公絲/公撮」(衛署藥製字
第 046027 號)等 8 張許可證，經核准許可
證變更。
(10)有關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維士比液(衛署藥製字第 004782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回
收驗章作業。
(11)有關仙台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克膚黴乳霜１０公絲/公克（克氯黴
唑）
」
（衛署藥製字第 041810 號）許可
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回收驗
章作業。
(12)有關惠勝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惠勝
"安去黴膠囊 100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50204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
更，請配合回收驗章作業。
(13)有關皇佳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皇佳" 普利思妥內服液 1 毫克/毫升（衛
署藥字第 048337 號）
」許可證，經核准
許可證變更，請配合回收驗章作業。
(14)有關平廷實業有限公司產品「青蘭油（衛
署成製字第 003664 號）
」等 8 件藥品許
可證，經核准許可證變更，請配合回收
驗章作業。
(15)公告註銷「"壽元"聚二甲矽烷錠」等 2
件藥品許可證，請配回收驗章作業。
(16)公告註銷有關亞仕丹企業有限公司持有
之「艾瑪緊急二氧化碳分析/監測器」
（衛署醫器輸字第 020421 號）醫療器材
許可證，請配合回收驗章作業。
(17)有關健喬信元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產
品「愛平諾膜衣錠 50 毫克(衛署藥製字
第 043704 號)」許可證，經核儲存條件
變更，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18)有關新喜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新喜" 抑咳錠 20 毫克
（伊普拉辛隆）
（衛
署藥製字第 026280 號）」（批號：
GF1081）
，請配合業者回收

「敏可停液 0.4 毫克/毫升（衛部藥製字
第 058958 號）
」許可證，經核准許可證
變更，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4)公告註銷「"汎生"汎捷明膠囊 0.5 毫克
（衛部藥製字第 059638 號）
」藥品許可
證，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5)公告註銷「"展旺"厄他培南(衛部藥製字
第 058383 號)」藥品許可證，請配合業
者回收驗章。

上網下載查詢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函送「Candida
auris感染管制建議」修訂版,相關訊息刊
登全聯會網站；亦可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全球資訊網/傳染病與防護專題/抗生
素抗藥性管理/抗微生物製劑相關管制措
施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醫療機構感染管制/醫療機構感染管制措
施指引項下，逕自下載參考。
※衛福部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
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附表一 ，已
放置公會網站，請逕上網查詢。
※轉知衛生福利部修正核釋「罕見疾病醫療
照護費用補助辦法」第3條第1項第3款所稱
「確診疑似罕見疾病之檢驗費用」之「罕
見疾病國內確診檢驗項目及費用」，並自
108年7月31日生效，相關訊息請自行上網
查詢。
※全聯會轉知「藥事法第一百零二條所稱無
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與非屬上述偏遠
地區列表」附表二、附表五、附表六、附
表九、附表十、附表十二、附表十六及「全
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
案巡迴地點列屬藥事法第一百零二條所稱
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列表」附表
二、附表五、附表六、附表七、附表十三，
業經衛福部於108年7月23日分公告修正，
並自即日生效，上揭公告請至行政院公報
資訊網、衛福部網站「衛生福利法規檢索
系統」下「最新動態」網頁或食品藥物管
理署網站「公告資訊」下「本署公告」網
頁自行下載。

(19)有關成大藥品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成大
"華鼻露液（衛署藥製字第 013438 號）
」
經核准變更包裝及仿單、標籤、外盒，
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0)有關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元宙" 樂定平錠（樂耐平）(衛署藥製字
第 023857 號)」經核准變更包裝、標仿
單外盒鋁箔，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1)有關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
廠產品「“黴癒”灰指甲油劑 5%(衛署
藥製字第 054645 號)」許可證，經核准
適應症、用法用量及標仿單外盒變更，
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2)有關美西製藥有限公司產品「黴特比乳
膏（衛署藥製字第 048728 號）
」許可證，
經核准適應症、用法用量及仿單、標籤、
外盒變更，請配合業者回收驗章。
(23)有關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品

陳文侯理事長會中提及「驗光人員法」
立法院已三讀通過，
「再生醫療製品管理條例
草案」
、
「醫療器材管理法草案」也於立法院
角力當中，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也透過
立法委員爭取其「不需要依照醫囑進行治療」
工作權，各醫療團體皆積極爭取權益促請修
改立法，唯獨我們醫師對於自身一一被剝奪
的醫師權益及被壓縮的執業空間卻冷漠以
對，醫療政策議題及相關法案修改涉及整體
醫療環境發展及影響甚巨且長遠，醫師不應
該再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單只有靠少數人
的力量是無法捍衛醫師權益！
綜上，理監事分組分責任區(請劉茂彬秘
書長負責規劃)以團隊方式參與公共事務，積
極與相關單位、人員及各政黨維持良好互動
並將醫療議題相關訊息快速且有效的傳達，
集結眾人之力為醫療政策把關。
另組成 5 人小組(召集人陳萬得理事／
委員－蘇主光理事、曾崇芳理事、廖文鎮候
補理事、劉茂彬秘書長) 協助處理北屯區診
所爭議，以凝聚醫界共識。
貳、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一、案由：請審查本會 2019 年 6 月份經費收
支。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案由：全聯會函請各縣市公會提供所屬
會員至本(108)年 12 月底，行醫滿
70 年以上、65 年、60 年、55 年、
50 年、45 年、40 年資深醫師名單，
俾於 108 年 11 月 9 日(星期六)第
72 屆醫師節慶祝大會表揚案。
決議：照案通過，將劉玉嬌醫師等 96 名
(含退除役軍醫)資料提交全聯會
審查。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三、案由：全聯會轉知中華民國表揚好人好
事運動協會辦理「108 年度好人
好事代表表揚活動」
，本會是否推
派案(8 月 5 日前受理)。
決議：洽悉。
提案單位：理事會
四、案由：本月份入會會員審核案。
決議：照案通過，現有會員 4,092 名。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8 時 32 分。

第25 屆第28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2019 年 7 月 28 日(星期日）16:30
地 點：本會第一會議室(四樓)
出席者：王博正副理事長等 18 名。
列席者：巫永德顧問、蔡文仁顧問、白佳原
顧問、吳俊雄榮譽理事、劉茂彬秘
書長等 10 名。
指 導：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事管理科黃敏
慧科長。
主 席：陳理事長文侯
紀 錄：李妍禧
壹、主席報告：(摘錄)

相關附件明細：
1.學術活動消息
2.7 月科管理各科決議事項
（僅寄基層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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