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4.10.(108)高市醫會總字 158.-172.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本會第十四屆理監事、常務理監事暨理事長，業於 108 年 3 月 24 日依法選舉完竣， 

聰宏承蒙各位同仁先進厚愛與支持，當選理事長乙職，並即接篆視事；今後尚祈  各 

位會員不吝賜教，以匡不逮，是所至盼。  

本會第十四屆理監事當選名單如下： 

理 事 長：賴聰宏 

副理事長：張榮州 

常務理事：侯明鋒 劉俊鵬 梁  雲 李文棟 郭俊宏 楊宜璋 謝正毅 

理    事：尤瑜文 王  玲 王保強 王俊仁 王逸明 吳政毅 林耕新 林曜祥 馬遠成 

          張宏泰 莊國泰 郭昭宏 傅尹志 楊榮超 潘志勤 蔡明凱 鄭錦翔 戴嘉言 

監事會召集人：陳彥旭 

常務監事：楊宗力 蔡昌學 

監    事：王祚祥 林工凱 林韋丞 洪志興 張永芳 郭鴻璋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病歷資料調閱授權書」，該授權書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

發佈中下載參考運用(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3.14.高市衛醫字第 10831711000 號函辦理。 

      (二)按醫療法第 71 條規定：「醫療機構應依其診治之病人要求，提供病歷複製本，必要時提供中 

          文病歷摘要，不得無故拖延或拒絕；其所需費用，由病人負擔。」。  

      (三)旨揭「病歷資料調閱授權書」是作為商業保險調閱病歷用途，非關商業保險之病歷調閱，尚 

          不以該版本為限。又授權書範本，屬行政指導性質，並不具法律上之強制力；惟為避免民眾 

          及保險公司在調閱病歷過程，因填具各種不同版本授權書所造成之誤解或混淆，如無使用困 

          難，仍請採用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範本。 

二、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業已出版「2018 生產事故救濟報告」一冊，請會員多加利用，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3.14.高市衛醫字第 10831749300 號函辦理。 

      (二)為提升女性生育健康，保障生產風險，並改善婦產科執業環境及人才招募之困境，衛生福利 

          部於 101 年開辦「鼓勵醫療機構辦理生育事故爭議事件試辦計畫」，因成效顯著，立法院遂於 

          104 年 12 月通過「生產事故救濟條例」，並於 105 年 6 月 30 日施行。  

(三)旨揭報告業已納入試辦計畫及生產事故救濟條例實施後之救濟案件類型、區域分布、機構層 

級，產婦年齡、妊娠週數、胎次及可能原因之統計分析，並蒐羅已編製之學習案例，以達到 

共同學習、提升醫療品質，建構安全醫療環境之目標，爰請自行下載使用。報告電子檔並公 

開於衛生福利部網站(https://www.mohw.gov.tw＞醫事司＞法人管理及醫事爭議調解＞生產 

事故救濟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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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旨：轉知有關支援報備之醫師是否得核准登記為「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 

            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施行特定美容醫學手術之醫師一事，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3.14.高市衛醫字第 10831715900 號函辦理。 

      (二)查現行「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尚無限 

          制支援報備之醫師登記施行特定美容醫學手術，醫療機構施行本辦法第 23 條所定特定美容醫 

          學手術項目，應依第 4 條規定申請核准登記，其施行特定美容醫學手術之醫師，應符合本辦 

          法第 23 條至第 26 條資格。 

四、主旨：轉知有關非具中醫師資格之西醫師開立含中藥成分之「安全濃縮膠囊」及「天 

            明活力順濃縮膠囊」供民眾減重使用，是否合於法令規範一案，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3.8.高市衛藥字第 10831687000 號函辦理。 

      (二)為使不同醫術領域之醫師提供專業醫療服務，保障病人就醫權益及用藥安全，將醫師區分為 

          西醫師、中醫師等類別，並執行各該類別之醫療業務。爰處方或使用中藥，非屬西醫師專業 

          範疇，未具中醫師資格之西醫師不得逾越其所得執行之醫療業務範圍，先予敘明。 

(三)中藥廠生產之藥品係屬中藥，分有「須由中醫師處方使用」、「調劑專用」、「調劑或調配專用」 

    、「指示用藥」或「成藥」…等類別；查旨揭產品經衛生福利部核准類別為「調劑專用」之中 

    藥，處方中藥既非屬西醫師得執行之醫療業務，該等藥品自不得提供西醫醫療院所處方、調 

    劑使用，併予敘明。 

(四)請會員注意未具中醫師資格之西醫師不得逾越其所得執行之醫療業務範圍，並依上開說明辦 

    理。 

五、主旨：轉知會員於開立死亡證明書時，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請依法報請檢 

            察機關相驗，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3.25.高市衛醫字第 10832136100 號函辦理。 

      (二)為落實旨揭法令規定，衛生福利部將於近期修正死亡通報網路系統，限制醫療院所通報個案 

          之死亡方式不可為意外死、自殺、他殺或不詳，以符合醫療法及醫師法之規定。 

六、主旨：轉知有關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疫苗)、水痘疫苗及日本腦炎疫苗 

            等活性減毒疫苗之接種間隔注意事項，請會員依循執行，確保疫苗接種效益，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3.12.全醫聯字第 1080000262 號函辦理。 

            (二)請持續協助將各項疫苗之接種間隔與接種實務注意事項等相關規範，納入教育訓練課程加強 

                宣導，並依循下列活性減毒疫苗接種間隔規範正確執行： 

              1.現行幼童常規接種之活性減毒疫苗含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水痘疫苗及日本      

腦炎疫苗等三項，應儘可能安排同時間分開不同部位接種，確保疫苗接種效益，降低接種間隔 

                誤失。 

              2.前述活性減毒疫苗如未能同時接種，兩種疫苗應至少間隔 28 天再接種，切勿再縮短。 

              3.如有接種間隔不足，後一劑疫苗應依規範間隔時間進行補種，以避免免疫效果受干擾。 

            (三)為加強對活性減毒日本腦炎疫苗之認識，疾管署將疫苗之「接種實務 Q&A」、「各項常規疫苗 

                最小接種年齡與最短接種間隔」及「各項預防接種間隔時間一覽表」等資訊已置疾病管制署 

                全球資訊網(預防接種專區→公費疫苗項目與接種時程→現行兒童預防接種時程，或預防接種 

                專區→常用預防接種資訊→預防接種問與答)。 

七、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申請細胞治療技術之相關須知事項，詳細內容請會員至該 

            部網站(路徑：首頁/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醫事司/生醫科技及器官捐贈/細胞治療技術）下載 

            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3.12.全醫聯字第 1080000321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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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釋示藥師法第11條第1項第5款所定「緊急需要」之疑義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3.21.全醫聯字第 1080000394 號函辦理。 

      (二)按藥師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藥師執業以一處為限，並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 

          療機構、依法規定之執業處所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為之。但於醫療機構、藥局執業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事先報准，得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一)藥癮治療或傳染病防治 

          服務。(二）義診或巡迴醫療服務。（三）藥事照護相關業務。（四）於矯正機關及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執行調劑業務。（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公益 

          或緊急需要。」。  

      (三)查本部 103 年 9 月 24 日衛部醫字第 1031665757 號令發布「藥師於執業處所外執行業務管理 

          辦法」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緊急需要，包括專任藥師因傷病或其他個 

          人因素請假之情形。另說明欄第 1 點：「依本法第 11 條修法理由，有關第 1 項第 5 款之說明， 

          所指緊急需要應包含專任藥事人因傷病或其他因素請假之情形。」，第 2 點規定：「所稱請假， 

          係指法律規定之請假、休假。」 

      (四)綜上，診所因應例假日閉診，如遇藥事人員休假，符合上開報備支援之事由，其調劑業務得 

          由報准支援之藥事人員為之。 

九、主旨：轉知為提供現行長照人員資格取得規定及相關繼續教育相關課程之概況說明， 

            全聯會研擬說帖乙份，該說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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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全聯會 108.3.6.全醫聯字第 1080000280 號函辦理。 

      (二)近來報載國內某長照醫學會號稱取得該會辦理課程取得學分後，才有資格申請長照專科醫師 

          證書案，引起議論，且誤導有志從事長照服務醫師，為提供醫師正確訊息，特製作說帖乙份， 

          以為釐清導正。 

十、主旨：轉知國民健康署為加強傳播油症患者就醫免部分負擔醫療費用之權益及提供 

            「油症患者全人關懷中心」免付費諮詢服務專線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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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13.全醫聯字第 1080000282 號函辦理。 

十一、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議國民健康署有關人類乳突病毒(HPV)疫苗接種地點以「合約 

     醫療院所接種」為原則一案，國民健康署函覆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3.8.全醫聯字第 1080000299 號函辦理。 

               (二)為利 HPV 疫苗接種計畫順利推動，國民健康署尊重地方政府衛生局因地制宜之規劃。目前 

                   已有臺北市、桃園市、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縣市規劃由醫療院所提供 HPV 疫苗接 

種服務。未來國民健康署將研議屬於偏鄉、無醫師或診所較少地區正面表列開放「校園接 

種」。 

 

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或回收之藥品、藥物及醫療器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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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療器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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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或醫療器材/資訊查詢/藥物許可證暨相關資料查 

 詢作業/各類月報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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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主旨：本會 108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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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右上角【我要報名】；報名截止後請上本會網站/教育課程/進入欲上 

  課課程/點選右上角【錄取名單】查詢報名編號。(為節省報到時間，請於上課前務必至本

會網站查詢報名編號。)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 

 

十三、主旨：轉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舉辦「高雄市登革熱防疫策略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請事先向衛生局疾管處蟲媒股報名，俾便統計人數準備餐點事宜＊ 

        說明：(一)上課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二)報名方式： 報名表請至本會網站/教育課程中下載。 

1.網路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將報名表 E-mail 至 axa1031@kcg.gov.tw。 

2.傳真報名：07-7131130 或 07-7133095 

3.電話報名：07-7134000*1306 蔡小姐或*1309 歐小姐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積分申請中 報名截止日 

108/5/17 
12:30-14:30 

高雄市登革熱防疫策略
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潘簡任技正炤穎-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疾
病管制處 

感染控制 
即日起至 
108/5/15 止 

 

活動                

十四、主旨：為增進會員間之聯誼，本會訂於 108 年 5 月 26 日舉辦『會員端午聯歡晚會』 

           ，歡迎會員親臨及攜眷共襄盛舉，請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晚會時間：108 年 5 月 26 日(星期日)  

晚上 6 時開始報到，6 時 30 分聯誼餐敘、節目表演。 

         (二)晚會地點：漢來飯店巨蛋會館 9 樓金龍廳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67 號 

(三)參加對象：本會會員及會員眷屬 

(四)費用：會員免費、眷屬每人酌收 500 元。 

(五)欲參加之會員請於 5 月 20 日前電話報名 07-2212588， 

俾便及早統計人數籌備訂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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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申請積分類別 報名截止日 備註 

108/5/10 
12:30-14:30 

心臟衰竭的治療方法 
李美月主任- 
高醫大附設醫院內分泌科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5/7 止 

 

108/5/23 
12:30-14:30 

醫糾調解技巧與醫療暴
力之防制 

葛光輝襄閱主任檢察官- 
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專業倫理 
即日起至 
108/5/20 止 

 

108/5/24 
12:30-14:30 

鬱卒誰人知:談憂鬱症
與自殺防治 

陳明招院長- 
心樂市診所 

家醫科 
專業倫理 

即日起至 
108/5/21 止 

衛生局心衛

中心主辦 

108/5/31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
討論會 

主持醫院：阮綜合醫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5/28 止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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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醫師公會會員一日遊活動＞ 

活動日期： 108 年 6 月 2 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台版兼六園  ★悠賞桐花雪  ★老塘湖藝術村  
        ★內汕頂洲海上巴士   ★糖福印刷創意館 

行程規劃： 
06:40〜06:50【高雄市醫師公會集合出發】   ★備有早餐★ 

07:00〜07:10【高雄文化中心正門口集合出發】 

09:20〜10:00【荷苞山桐花公園】 

10:30〜11:30【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 

12:30〜13:30【午餐-布袋港餐廳】 

13:40〜14:40【內汕頂洲海上巴士+生態導覽】 

15:30〜16:30【糖福印刷創意館】創意版畫 DIY 

17:00〜17:50【老糖湖藝術村】 

18:30〜19:30【晚餐-周氏蝦捲傳統小吃】 

20:30〜20:15【平安賦歸】 

團費部分：1900 元（含早午晚餐、門票、礦泉水、保險、車資、司領小費）。 
 

補助費用：參加會員每人補助 500 元，眷屬自費。 

參加人數：以 105 人為限。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5 月 10 日或額滿為止。 
＊請各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報名時請提供參加者之生日、身分證字號，俾為投保旅遊險之用＊ 

＊為確定參加名額，只接受現場報名同時繳費或郵寄現金袋完成繳費者為優先＊ 

＊報名截止日後，無法成行者恕不退還費用＊ 

 
★荷苞山桐花公園 雲林古坑早期因配合咖啡栽培，引進經濟作物油桐樹來遮蔭，所以在古坑山區大量種植，每年春
天的 4 月到 5 月，是油桐花綻放最美麗的時節。荷苞桐花公園是賞花最佳去處，雪白的花朵隨風搖曳， 落英繽紛彷彿是
人間的四月雪，雪桐爭春似詩般浪漫的情懷，享受穿梭山林古道間的愜意暢快，觀賞近三層樓高的油桐樹，還可與步道
新植的桐花樹做近距離的接觸，感受落雪飄逸之美。 
 
★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 霖沉香味道森林館位於雲林縣虎尾鎮佔地約 5.8 公頃，為國內第一座最大的沉香味道森林館
園區有兼六園般日式禪風及生態景觀池的簡約風格，庭園中覆含八十多種樹種可觀賞。場館內有專業級導覽介紹及許多
千年檜木藝術品以及澄霖獨家收藏世界上最大的阿里山三千年神木和高達兩層樓的千年沉香木。澄霖沉香味道森林館，
兼具自然、環保、優質的沉香生態園，來體驗及認識這世界上最美麗的味道-沉香。 
 

★糖福印刷創意館 「鉛」一個字，「鑄」一個感動，糖福牽住甜蜜的時光 「糖福印刷創意館」讓大家重新感受鉛字

烙痕的印刷感動，從塵封超過一甲子歲月的文化資產中，傳承歷史及記憶的延續。成立於民國 43 年(西元 1954 年)的「糖

福印刷所」，保留全台灣唯一一套最完整的活版印刷機具和數以萬計的鉛字、銅模；見證台灣活版印刷輝煌時期，其中

約一甲子歷史的鑄字機、校對機、圓盤印刷機、裁紙機等，被台南市文化資處列入市定一般古物保存。 

 

★老糖湖藝術村「老塘湖藝術村」位於學甲美風里的魚塭旁，從事房仲業的地主匡進福， 覺得將許多老厝拆下

的舊建材丟棄可惜，於是慢慢蒐集各地可用的舊建材，運至此地，並以蒙古塞外的「塘湖」為名，用十年的時間

營造藝術村，呈現台灣古早生活、閩式建築和蒙古塞外風，風格相當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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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4.10.(108)高市醫會總字第 173.-184.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有關醫療機構是否得以統一發票替代醫療費用收據疑義一案，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3.12.高市衛醫字第 10831717000 號函辦理。 

      (二)查醫療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應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 

          按上開法條之立法理由，係課予醫療機構提供服務並收取費用後，應以掣給收據，主動明示 

          該次醫療服務之項目及收費金額，供民眾核對所接受之醫療服務項目及費用，以保障民眾知 

          的權利。 

      (三)次查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所定醫療費用之收據，應載明 

          全民健康保險費用申報點數清單所列項目中，申報全民健康保險及自費項目之明細；非屬醫 

          療費用之收費，並應一併載明之。」 

      (四)醫療機構使用統一發票替代收據，如該發票符合上開有關收據之規定，尚無不可。 

二、主旨：轉知有關醫事人員執行長期照護服務之居家醫療照顧，簡化報備事項一案，請 

            依說明段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3.4.高市衛醫字第 10831456900 號函辦理。 

      (二)按各類醫事人員法對於醫事人員於執業登記處所外執行業務之規定，採事前報准執業登記機 

          構所在地衛生局為原則。 

      (三)查醫療機構醫事人員（不含醫師）、各醫事機構醫事人員執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之居 

          家相關醫療服務計畫及藥局藥師執行「全民健康保險高診次者藥事照護計畫」，得由醫療機構 

          、醫事機構及藥局就其機構內執業登記之醫事人員造冊，並檢具承作服務計畫之證明文件， 

          向機構所在地衛生局申請事前報備，視同依各該醫事人員法所定「經事前報准」，免逐病人個 

          案報准，業分別經衛生福利部 105 年 9 月 7 日衛部醫字第 1051666078 號、106 年 8 月 31 日 

          衛部醫字第 1061666658 號及 106 年 5 月 4 日衛部醫字第 1061663566 號函釋在案。另醫療機 

          構之醫師配合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相關計畫至病人住處執行醫療業務，得視為符合醫 

          師法第 8 條之 2 規定所稱「應邀出診」，不須經事前報准，亦經衛福部 105 年 4 月 12 日衛部 

          醫字第 1051662047 號函釋在案。 

      (四)鑒於推展長期照護服務為中央及地方政府施政重點，為減少受照顧者舟車勞頓之苦，增加長 

          期照護服務之醫療照顧的可近性，爰醫事人員執行長期照護服務計晝之居家醫療照顧，得適 

          用前揭函釋，免逐個案事前報准。  

(五)另上開函釋「由醫療機構、醫事機構及藥局就其機構內執業登記之醫事人員造冊，並檢具承 

作服務計畫之證明文件，向機構所在地衛生局申請報備」一節，為統一地方政府衛生局有關 

造冊之作法，造冊項目得簡化為：醫事人員類別、醫事人員姓名、執行業務之地址（僅需載 

明轄區內鄉鎮市區，免細填個案地址）、執行業務時段（以計畫期間、每週約略頻率，取代每 

次執行業務時段數）等 4 項。 

三、主旨：轉知因應流感疫情漸趨緩，自108年3月4日起公告「廢止本市因應流感流行期 

             間關閉醫療機構附設遊戲設施之防疫措施」，另為防範疫病交叉感染以維護孩童之健康，請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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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6.高市衛疾管字第 108316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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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週(2/10-2/16）及第 8 週(2/17-2/23） 

          類流感急診就診率分別為 11.34%及 10.86%，已呈現連續 2 週下降趨勢，且低於疾病管制署訂 

          立之流行閾值 11.5%，脫離流行期達 2 週，顯示疫情持續趨緩，爰自 108 年 3 月 4 日起公告 

          「廢止本市因應流感流行期間關閉醫療機構附設遊戲設施之防疫措施」,請各院所賡續落實環 

          境清消管理以降定感染及疫情傳播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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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107年度管制藥品實地稽核違規情形，請會員加強管 

            制藥品管理及應合理處方管制藥品，以免違規受罰，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3.12.高市衛藥字第 10831774000 號函辦理。 

            (二)107 年度地方政府衛生局及食藥署執行管制藥品實地稽核，查獲違規者計 482 家，其違規項 

                目前 10 名依序如下： 

              1.管制藥品簿冊登載不實。（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後段） 

              2.未依規定定期申報收支結存情形。（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2 項） 

              3.未依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調劑。（藥事法第 37 條第 1 項） 

              4.處方第 1-3 級管制藥品未開立專用處方箋或專用處方箋登載不全。（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8 條第 

                1 項） 

              5.涉醫療不當使用管制藥品。（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6 條）  

              6.使用過期管制藥品。（藥事法第 90 條第 2 項）  

              7.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未由領受人簽名領受。（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  

              8.使用管制藥品病歷登載不詳實。（醫師法第 12 條、醫療法第 67 條第 1 項）  

              9.未設簿冊登載管制藥品收支結存情形。（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前段）  

             10.非藥事人員調劑或藥劑生調劑麻醉藥品。（藥事法第 37 條第 2 項）  

            (三)107 年涉醫療不當使用管制藥品，依違反「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6 條規定裁處案共計 11 件， 

                其違規情節多為大量或自費開立管制藥品、處方時間未到即重複處方等。  

            (四)108 年度食藥署及地方政府衛生局仍將持續查核管制藥品之使用及管理情形，並針對醫師處 

                方管制藥品合理性加強查核，請會員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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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應合理處方管制藥品，切勿應 

                病人要求即開立藥品，或為規避健保查核轉而開立全自費處方(尤其是鎮靜安眠類管制藥品） 

                ，以免違規受罰。 

五、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修正「乳房整型手術同意書及說明書範本」與「乳房重建手術 

            同意書及說明書範本」，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中下 

            載參考運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3.12.高市衛醫字第 10831629600 號函辦理。 

            (二)為提高民眾對義乳植入物可能引發間變性大細胞淋巴癌之理解與警覺、保障民眾知的權利， 

                衛生福利部已以 108 年 3 月 5 日衛部醫字第 1081661363 號公告修正「乳房整型手術同意書 

                及說明書範本」與「乳房重建手術同意書及說明書範本」，本次修正重點，係增列「乳房植 

                入物相關的間變性大細胞淋巴癌(BIA-ALCL)之風險」於旨揭說明書中「可能併發症與發生機 

                率及處理方法」之說明內容。 

六、主旨：轉知勞動部公告訂定「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之住院醫師(不包括公立醫療院所 

             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者)適用勞動基準法」，並自108年9月1日生效，詳細條文內容請會員至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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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22.高市衛醫字第 10831999200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有關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保險給付之特殊材料醫療器材許可證有效期限於 

            108年2月28日前屆滿，且經廠商回復不展延者，該署將自108年5月1日起取消給付（共計163項） 

            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4.1.高市衛藥字第 10832310800 號函辦理。 

      (二)相關資料可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下載擷取(網址：http://www.nhi.gov. 

          tw/藥材專區/特殊材料/許可證效期處理/醫療器材許可證逾期取消健保給付相關函文及品項 

          /108/醫療器材許可證逾期將於 108 年 5 月 1 日取消健保給付特材品項表）。 

 

                                                                                        P7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694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734


                                                                                                              108.4.10 

八、主旨：轉知有關購物用塑膠袋減量政策，並依公告規定不得免費提供，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3.15.環署廢字第 1080018726 號函辦理。 

      (二)近日有民眾反映，部分藥局及西點麵包店業免費提供購物用塑膠袋予消費者裝提其購買商品 

          ，未落實公告「購物用塑膠袋限制使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規定，請會員確實落實 

          購物用塑膠袋減量政策。 

九、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同意修改西醫基層異常申報篩檢平台(CIS)「同處方開立 

            ≧3種口服抗生素」指標，以同成分計算使用抗生素種類，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 

            (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高屏分會 108.3.20.(108)西醫基總高屏字第 021 號 

          函辦理。 

            (二)旨揭指標操作型定義由「藥品支付代碼」計算種類數，改以「同成份」計算；健保署採納前 

                開建議，同處方開立 3 種以上抗生素者將列入管理。 

十、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跨層級醫院合作計畫」，並自108年4 

            月1日起生效，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中下載參考， 

            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3.12.全醫聯字第 1080000300 號函辦理。 

十一、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管理方案(108年1月22日版)」 

               增訂虛擬醫令R007，以作為藥品回收時重新開立處方箋適用，並自108年4月1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3.13.全醫聯字第 1080000322 號函辦理。 

        (二)為因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認定應回收之藥品，且保障病人利益、確保病人無停 

            藥問題，旨揭方案新增虛擬代碼「R007：配合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藥品回收，重新 

            開立處方給病人，並於病歷中記載原因備查。」。 

十二、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議基層診所試用「志氏」醫療資訊系統之訊息，詳細內容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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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全聯會 108.3.14.全醫聯字第 1080000334 號函辦理。 

        (二)有關全聯會建置自營 HIS 系統一案，目前張志傑醫師「志氏」醫療資訊系統已建置完成，  

            請有意願試用者，請填寫相關資料(https://reurl.cc/Xq3pM)，全聯會將儘快提供試用「志 

            氏」醫療資訊系統。另外，請試用者於試用後，回饋使用心得及相關建議，以供後續改良 

            參考之用。 

 

    寶齡富錦生技公司經由高雄市衛生局轉送本會 100盒幽門螺旋桿菌抗原快速篩

檢試劑提供本會會員免費使用。自 108 年 5 月 2 日起請診所攜帶負責醫師印章至公

會簽領，每家診所限領一盒，領完為止。(註：領取之院所廠商之後會親訪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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