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1.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012.-024.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敬愛的會員：大家好，大家平安！ 

弟欽程在此感謝各位會員一直以來的支持與愛護，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 

，衷心祝福闔府    新年快樂！  安康喜樂！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會員依限完成繼續教育積分，俾利更新執業執照，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6.12.13.高市衛醫字第10639457300號函辦理。 

            (二)按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7條規定略以：「醫事人員辦理執業執照更新，應於其 

                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屆滿前6個月內，…申請換領執業執照。」  

            (三)邇來多起醫事人員執業執照逾期更新，為免該類情事發生，請會員依據「醫事人員執業登記 

及繼續教育辦法」完成繼續教育積分，並於執照屆期前6個月，請會員檢具相關文件至原發 

執業執照機關辦理執照更新。  

            (四)另有關醫事人員停業及歇業，請依各該醫事人員法之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30日內，報 

                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 

二、主旨：轉知疾病管制署近期完成「醫療機構血液透析感染管制措施指引」之增修，請

會員自行下載參考使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疾病管制署 106.12.18.疾管感字第 1060500656 號函辦理。 

      (二)旨揭指引經徵詢國內肝炎防治、感染管制專家，及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台灣腎臟醫學會等團 

          體代表之意見後增修完成，並公布於疾管署全球資訊網，請會員依其服務機構現況及臨床實 

          務，參考內化於臨床作業流程中。 

      (三)由於 C 型肝炎病人於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完成後，體內病毒量可能受藥物影響，短時間內無 

          法確認病毒已受抑制或清除；因此，上開專家及團體代表一致建議，C 型肝炎透析病人於接 

 受抗 C 型肝炎病毒藥物治療結束 24 週後，確認無 C 型肝炎病毒檢出，並由肝膽腸胃科醫師開 

          具診斷證明書，連同相關檢驗資料，一併提供給透析單位。而透析單位對於此類病人可比照 

          一般病人，不需採集中照護方式進行透析治療。 

      (四)醫療機構血液透析單位應持續落實環境清潔消毒、安全注射（含用藥準備）、手部衛生等感染 

          管制措施，以保障透析病人之安全。  

      (五)旨揭指引可於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專業版首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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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下載參考使用。 

三、主旨：轉知「醫療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業經衛生福利部106年12月12日以衛部醫字

第1061667279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詳細資料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

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12.18.高市衛醫字第 10639486600 號函辦理。 

四、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自107年1月1日起幼兒常規預防接種項目新增A型肝炎疫苗， 

            詳細實施計畫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2.6.全醫聯字第 1060001842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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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0 

五、主旨：轉知英商葛蘭素史克消費保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配合國健署二代戒 

            菸計畫推行之「戒菸衛教暨外診服務計畫」，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2.29.全醫聯字第 1060001975 號函辦理。 

            (二)旨揭公司為有效推廣國民戒菸意識及降低國內抽菸人口比例，訂於 107 年 1 月 1 日起推動「戒 

                菸衛教暨外診服務計畫」，配合國健署二代戒菸計畫，協助基層診所爭取更多戒菸治療補助 

                及戒菸診次達到雙贏的效果。 

            (三)計畫聯絡窗口：陳羽婕 0960705972、孫浩崴 0952532662。 

            (四)相關計畫資訊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 

                考。 

六、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函，「管制藥品標籤應載明項目」，業經該部於106年12月7日 

            以衛授食字第1061800806號公告修正，並自106年12月7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2.18.全醫聯字第 1060001880 號函辦理。 

            (二)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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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或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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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旨：轉知有關「新品項及生物相似性藥品建議健保收載」及「新藥建議健保收載」

作業手冊一事，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2.22.全醫聯字第 1060001910 號函辦理。 

      (二)旨揭資料，已置健保署全球資訊網/藥材專區/藥品/藥品建議收載之相關規定，請會員自行上 

          網參考及下載。 

八、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函，公告含gadolinium類成分顯影劑藥品可能會蓄積於腦部之安

全性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

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2.6.全醫聯字第 1060001844 號函辦理。 

九、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106年11月份藥品主動回收案，詳細內容請

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2.18.全醫聯字第 1060001868 號函辦理。 

 

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註銷註銷註銷、、、、回收或撤銷回收或撤銷回收或撤銷回收或撤銷藥品、藥物及醫療器材之許可證等，因藥品及 

藥廠種類繁多，本會不再逐項條列，請會員務必於訂購藥品前或隨時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網站查詢最新資訊。 

註銷：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資訊查詢/每月新核發、註銷、變更、展延許可證月報 

回收：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各類名單/產品回收 

 

 

 

 

 

P2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680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723


107.1.10 

健保  

十、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規定，其

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搜尋【藥物給付修正】下載

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2.全醫聯字第 1060001897、1060001929 號函辦理。 

十一、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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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

考(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2.28.全醫聯字第 1060001950 號函辦理。 

 

繼續教育課程  

十二、主旨：本會 107 年 2 月份學術活動如下附表，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上課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二)報名方式： ＊請會員事先報名，俾便統計人數準備餐點事宜＊ 

1.網路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課程/進入欲

上課課程/點選上角【我要報名】；報名後請於上課前至本會網站查詢個人報名編號， 為節

省報到時間，請上網確認及切記報名編號。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報名截止日 申請積分類別 協辦 

107/1/26(五) 

12:30-14:30 

變與不變- 

勞動制度搖擺的因應 

陳美惠專案長- 

聯新國際醫療集團經營服務中心 

即日起至 

107/1/24 止 
無  

107/2/2 

12:30-14:30 
逆流行食道炎 

吳耿良主治醫師-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肝膽腸胃科 
即日起至 

107/1/30 止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107/2/23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

例討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 

即日起至 

107/2/21 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活動  

十三、主旨：轉知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舉辦【2018 綠色療癒之生命力攝影比賽】，請有興

趣之會員踴躍參加。 

        說明：(一)活動期間：即日起至 107 年 2 月 28 日止 

              (二)相關資訊可至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網站查詢：www.taiwanoncologysociety.org.tw/News 

/content.asp?ID=346。 

 

理事長 王王王王    欽欽欽欽    程程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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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1.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025.-030.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請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之機構，於107年1月31日前辦理106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期間管制藥品收支結存申報作業，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6.12.22.高市衛藥字第10639751500號函辦理。 

            (二)機構辦理106年管制藥品收支結存情形申報期間（107年1月1日至1月31日）將屆，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6年12月31日前寄送申報通知予各機構，並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網站及管制藥品管理資訊系統（以下稱管藥系統）公布申報提醒訊息。  

            (三)為提升行政效率，請機構使用管藥系統申報收支結存資料。倘機構以紙本方式申報，依管制 

                藥品管理條例第28條第2項規定，申報表需同時寄送當地衛生主管機關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將於申報截止日後2個月內建檔完成。 

二、主旨：轉知因應腸病毒疫情持續趨緩，即日起解除遊戲區關閉及投幣式電動遊戲車包 

            覆之防疫措施，另為防範疫病交叉感染以維護孩童之健康，請院所賡續落實環境清消管理，請  查 

            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6.12.18.高市衛疾管字第10639580800號函辦理。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顯示，本市第49週腸病毒健保門、急診就診人次累計989 

                人次，與第48週門、急診就診人次累計990人次相較減少0.1%，與第47週門、急診就診人次 

                累計1,153人次相較減少14.2%；據疾管署公告之本市腸病毒流行閾值水位1,200人次／週， 

                本市已脫離流行期達2週，疫情持續趨緩。  

            (三)本市於5月1日起依「疫情流行期間關閉遊戲設施公告」防疫政策，總計309家次之醫療機構 

                配合附設遊戲區關閉及投幣式電動遊戲車包覆移除，已達成「輔導期」宣導之階段性任務，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顯示全國於第28週進入流行期，本市第34週進入流行 

期，本市流行閾值相較於全國延後6週進入流行水位，全國第48週腸病毒疫情始脫離流行期 

本市流行閾值相較於全國提前1週脫離流行期，顯示本市關閉醫療機構附設遊戲設施之防治 

                策，有助於疫情控制。 

            (四)因應疫情趨緩，即日起，解除遊戲區關閉及投幣式電動遊戲車包覆之防疫措施，惟鑑於流感 

                、諾羅病毒及輪狀病毒等冬季好發之疫病為醫療院所交叉感染高風險區，爰請院所賡續遵行 

                兒童遊戲區域感控措施如下：  

1.兒童遊戲區域地板及牆面採用防撞、平滑、且可使用能殺死腸病毒、諾羅病毒之消毒劑（如 

  漂白水等）消毒之材質，並避免用活動拼湊之地板，以免製造空隙不易清理。  

              2.所有玩具應採可使用能殺死腸病毒及諾羅病毒之消毒劑(如漂白水等）消毒的材質。  

              3.每天應至少一次以能殺死腸病毒及諾羅病毒之消毒劑(如漂白水等）確實消毒，並留有紀錄 

               （至少包括日期與執行者簽名）。  

              4.兒童遊戲區域及投幣式電動遊戲車（搖搖馬）應有專責人員管理。 

三、主旨：轉知為利民眾查詢，請會員自即日起於「健保資料網路服務系統（VPN)」登錄

107年2月15日至20日農曆春節連續假期服務時段異動情形，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2.6.全醫聯字第 1060001840 號函辦理。 

      (二)未登錄服務時段之院所藥局即日起於中央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及健保快易通 App 將自動顯示 

         「院所未登錄」字樣。 

四、主旨：轉知行政院環保署訂定發布「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其發 

布令、總說明及逐條說明等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 

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1.30.全醫聯字第 1060001830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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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旨：轉知自107年1月1日起，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補助醫療院所「1歲以下兒童常 

          規疫苗接種處置費」之費用申報及核付作業將委由中央健康保險署代辦，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6.12.11.高市衛疾管字第10639303900號函辦理。 

            (二)旨揭計畫業經行政院核定自本(106)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凡預防接種合約院所及衛生所為

兒童接種 1 歲以下(含)應接種之常規疫苗，每一診次由疾管署補助接種處置費 100 元。 

                現階段係由疾管署依院所匯入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之接種資料核算各院所之接種

診次及補助金額，再送請中央健康保險署代為撥款。 

            (三)為使疫苗接種處置費之補助作業一致，本項 1 歲以下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之申報及核付

方式，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將比照流感疫苗接種處置費，由各醫療院所併每月醫療費用向

中央健康保險署申報。至本年第 3、第 4 季 1 歲以下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仍循現行模

式辦理。 

            (四)有關 107 年 1 月起請中央健康保險署代辦「補助 1 歲以下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之申報

及核付作業規範，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

參考，以利院所順利申報費用。 

            (五)另請各醫療院所仍應將預防接種資料上傳/匯入疾管署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確保兒

童預防接種紀錄之正確完整，並利後續接種資料之比對審核。 

六、主旨：檢送院所危機發生時，公會各區負責聯絡人提供會員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 106 年 12 月 15 日第 13 屆 2 次危機處理委員會決議辦理。 

◎危機發生時公會各區負責聯絡人 

區域 負責醫師 

旗津區、鹽埕區、前金區 
黃鵬國醫師 2869599、蔡景福醫師 2811221、曾哲凰醫師 2113165 
劉應炎醫師 5511051、白鋒釗醫師 5718239 

三民東區 
董金山醫師 3833405、陳嘉輝醫師 3830350、王保強醫師 3906320 
劉享龍醫師 3854638、邱俊傑醫師 3927073、周祖佑醫師 3890470 

三民西區 李文棟醫師 3151294、楊錫添醫師 3165275、黃玉得醫師 2155510 

前鎮區、小港區 
楊宗力醫師 8016000、謝正毅醫師 8310970、楊榮超醫師 3382616 
林俊傑醫師 7616420 

苓雅區 張清雲醫師 3314071、徐獨立醫師 7133284、徐貴勝醫師 2240668 

鼓山區 
張榮州醫師 5222368、郭鴻璋醫師 5529988、林俊宏醫師 5538665 朱
光興醫師 5227188、張永芳醫師 5527887 

新興區 蘇榮茂 2231243、葉英鏘醫師 2387871、徐展華醫師 2386222 

左營區 
王欽程醫師 3491100、王逸明醫師 5591918、郭俊宏醫師 3488066 
楊宜璋醫師 5591007、林工凱醫師 5506011、蘇世裕醫師 5509331 
蔡昌學醫師 3502270 

楠梓區 
賴聰宏醫師 3630769、温競才醫師 3655331、師興中醫師 3630813 
潘志勤醫師 3621131、施永雄醫師 3531510 

 

 

理事長 王王王王    欽欽欽欽    程程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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