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8.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353.-370.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為督促醫療機構落實依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49 條之 1 規定，提供 

            中文病歷摘要，請會員熟悉中文病歷摘要格式及內容之撰寫，有關中文病歷摘要格式及內容之撰 

寫範例請至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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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2.全醫聯字第 1070000973 號函辦理。 

二、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施行「語言治療所設置標準」，詳細內容請至本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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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9.全醫聯字第 1070000990 號函辦理。 

三、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有關 Doxazosin XL Tablet 4mg 持續性藥效錠供貨短 

             缺，建議亦可以國內其他藥品替代一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7.3.全醫聯字第 1070000880 號函辦理。 

            (二)建議品項如下：  

              1.同成分、不同劑量、不同劑型藥品 

               （1）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nzosin tablets 4mg(衛署藥製字第 042874 號）。 

               （2）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nzosin tablets 2mg（衛署藥製字第 042378 號）。 

               （3）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Dophilin tablets 2mg（衛署藥製字第 044853 號）。 

               （4）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Doxaben tablets 2mg（衛署藥輸字第 021641 號）。  

               （5）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Doxaben tablets 1mg（衛署藥輸字第 021643 號)。 

               （6）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工廠 Xadosin tablets 2mg（衛署藥製字第 045039 號）。 

              2.同適應症但不同成分藥品 

                (1）高血壓：可選擇其他不同藥理分類之藥品，如血管收縮素轉換酶抑制劑(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血管收縮素受體阻斷劑(Angiotensin II  

                    Receptor Blocker,ARB)、鈣離子通道阻斷劑(Calcium Channel Blocker,CCB）等。 

               （2）良性前列腺肥大：可選擇其他選擇性α1 抑制劑藥品，如：1.台灣安斯泰來製藥股份有 

                    限公司 Harnalidge D tab 0.2mg（衛署藥輸字第 024403 號）。2.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 

                    Xatral XL tab 10mg（衛署藥輸字第 022917 號）。 

四、主旨：轉知「山地、離島及偏僻地區通訊醫療規定」業經衛生福利部 107 年 7 月 3 日 

           以衛部醫字第 1071663747 號令廢止，詳細資料請至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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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0.全醫聯字第 1070000927 號函辦理。 

五、主旨：轉知「Benzocain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請會員注意，以保障病人用 

           藥安全，該溝通表業已發布於該署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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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安全資訊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7.7.3.全醫聯字第 1070000878 號函辦理。 

六、主旨：轉知有關中國大陸浙江華海製藥公司所生產之 Valsartan 原料藥，經發現含有 

           具基因毒性疑慮的「N-亞硝基二甲胺」(NDMA)成分，請會員配合下架回收相關事宜，詳細資料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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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3.全醫聯字第 1070000961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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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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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許可證暨相關資料查詢作業 

回收：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資訊查詢/產品回收 

健保                                                                                                       107.7.10 

七、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檔案分析審查異常不予支付指標，西醫 

            基層總額部門「003-西醫基層耳鼻喉科門診局部處置申報率」指標定義及處理方式，自 107 年 8 

            月 1 日(費用年月)起實施，詳細內容請至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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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3.全醫聯字第 1070000924 號函辦理。 

八、主旨：轉知健保署有關「Valen F.C. Tablets 160mg(衛部藥製字第 058537 號)」等 

             6 項藥品回收一案，請會員或醫療機構配合回收，詳細內容請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 

            參考 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7.23.全醫聯字第 1070000998 號函辦理。 

            (二)有關「Valen F.C. Tablets 160mg(衛部藥製字第 058537 號)」等 6 項藥品，涉及使用中國大 

                陸浙江華海製造公司生產含具基因毒性疑慮成分「N-亞硝基二甲胺」之原料藥 Valsartan， 

                經主管機關認定屬一級回收，應立即下架，請會員或醫療機構，對於涉及品項應依藥物回收 

                處理辦法配合回收。 
 

繼續教育課程   

九、主旨：本會 10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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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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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報名截止日 申請積分類別 

107/9/4 

12:30-14:30 

違反醫療告知義務之民事責任-

從實務判決之猶疑談起 
吳志正主治醫師- 

東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即日起至 

107/8/30 止 

專業法規 

107/9/14 

12:30-14:30 
皮膚過敏之表症與鑑別診斷 

歐陽韻璇主治醫師- 

黃柏翰皮膚科診所 
即日起至 

107/9/11 止 

皮膚科.家醫科 

一般科. 

107/9/20 

12:30-14:30 
DM 飲食衛教 

邱懿慧營養師醫師-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即日起至 

107/9/17 止 

內科.家醫科 

專業品質. 

107/9/28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討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即日起至 

107/9/25 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143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178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543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544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545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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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旨：轉知高雄市診所協會 107 年 9 月 2 場學術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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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事先報名，俾便統計人數準備餐點事宜＊ 

1.網路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至高雄市醫師公會網站/教育課程/進入欲上課課程/點選右

上角【我要報名】；報名是否成功請於報名截止後上公會網站/教育課程/進入欲上課課程/

點選右上角【錄取名單】查詢。 

2.電話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向該協會電話報名 07-5223557 陳小姐。(上午 12:00 前)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積分 報名截止日 

107/9/6 

12:30-14:30 

卵巢老化就沒有生育的機

會了嗎? 

黃富仁部主任-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婦產部 

婦產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7/9/3 止 

107/9/13 

12:30-14:30 

更年期婦女理想的雌激素

及黃體素合併治療選擇 

蔡永杰主任- 

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 

婦產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7/9/10 止 

十一、主旨：轉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與高雄醫學大學共同主辦「2018 新興衛生醫療政策與 

              智慧醫療照護國際學術研討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7.10.高市衛企字第10735123500號函辦理。 

              (二)本次研討會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聚焦於新興衛生醫療政策、食藥安全與管理、智能照護 

                  及醫療法律倫理四大議題，進行專題演講，期望提供學術研究與實務技術交流平台，誠 

                  摯邀會員共襄盛舉出席參與。 

      (三)2018 新興衛生醫療政策與智慧醫療照護國際學術研討會相關報名訊息如下： 

        1.會議日期：107 年 9 月 29-30 日（星期六-日）。  

        2.會議地點：高雄醫學大學國際會議中心 B 廳（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 號）。  

        3.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請至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頁 http://khd.kcg.gov.tw/「2018 年新 

          興衛生醫療政策與智慧醫療照護國際學術研討會」專區報名。  

        4.報名期限：自 107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至 8 月 17 日(星期五)止。 

      (四)研討會活動詳情，請至衛生局網頁查詢參閱，若有相關報名問題，請與本研討會報名組 

          陳慧儒小姐聯絡，連絡電話：07-3121101 轉 2141-43。 

十二、主旨：轉知國民健康署辦理 107 年「社區預防及延緩失能人員培訓一基礎課程」實 

              施計畫書，該計畫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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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7.10.高市衛健字第10735049101號函辦理。 

              (二)為因應高齡社會來臨，強化社區初級預防功能，降低長者衰弱及失能風險，國民健康署於 

                  106 年辦理 14 梯次「運動保健師資培訓」，完訓人數 1,598 人，並於 107 年運用前述經驗 

                  ，結合健康老化、認知介入及實證運動課程之人員增能培訓課程內容，委託辦理旨揭培訓 

                  課程，規劃辦理基礎課程、特色(進階)課程及針對已取得相關資格者之銜接課程，以完備 

                  社區推動專業人員之基礎及增進運動、認知促進及健康老化等重要議題之知能，並於本 

                  （107）年 7 月開始辦理旨揭基礎人員培訓課程。  

              (三)旨揭培訓分為線上及實體課程，即日起可至 107 年「社區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人員培訓計 

                  畫」之平台網站登錄資料完成註冊程序(網址：https://hpa.empower.utaipei.edu.tw), 

即可參加線上課程，並報名實體課程，另錄取實體課程者於各場次線上課程完成期限前須 

完成線上課程，方可取得實體課程參訓資格。   

(四)課程聯繫資訊：臺北市立大學吳品嫻老師，聯絡電話：(02)2871-8288*6420；電子郵件： 

kanpai64080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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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主旨：轉知全聯會辦理「107 年度長期照護 Level Ⅱ醫師專業課程」，請會員踴躍 

            報名參加。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7.4.全醫聯字第 1070000902 號函辦理。 

              (二)「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培訓」課程分為 3 個階段：(1)LevelⅠ共同課程：18 小時。 

(2)LevelⅡ專業課程：16 小時。 (3)LevelⅢ整合性課程：24 小時。 

              (三)對象：醫師 

 (四)時間：＊同梯次 2 天共 16 小時全程參加＊ 

 107 年 9 月 9 日(星期日) 08:20～16:40 

 107 年 9 月 30 日(星期日) 08:30～17:10 

              (五)地點：1.主會場：台大醫院第七講堂 

 2.同步視訊連線會場於全省 

             高雄市醫師公會(120 名)、市立小港醫院(20 名)  

             高雄榮總(65 名)、健仁醫院(35 名)、阮綜合醫院(20 名) 

              (六)報名方式：一律網路報名：www.tma.tw。上課名單於上課前一星期公布。 

              (七)報名日期：7 月 12 日(四)上午 9 時起至 8 月 24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止(額滿為止)。 

 (八)本課程課前及課後測驗、滿意度調查皆以劃記電腦答案卡方式作答，敬請學員攜帶 2B 

     鉛筆，現場恕不提供。本專業訓練課程安排有測驗，須經測驗合格(以 70 分及格)，始 

     頒發結業證書。 

 (九)結業證書將於課後提供電子檔，供學員自行下載，屆時將以報名相關資料作為登錄下載 

     依據，報名時請務必填寫正確。 

 (十)本次課程現場提供紙本講義，不提供茶/餐點，學員需自理午餐。 

              (十一)聯絡方式：02-27527286 轉 142 張小姐、或轉 121 曾小姐、或 123 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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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主旨：本會辦理「人文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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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主題 主講人 報名截止日 

107/8/22 

12:30-14:30 

攝影講座-攝影作品就在您生活中-

高雄市醫師公會第 1 屆攝影展展作

導覽 

林建璋老師- 

名攝影師 

即日起至 

107/8/16 止 

107/9/5 

12:30-14:30 

財經講座- 

全球市場及台灣市場投資展望 

林宜正副總經理- 

日盛投信投資長 

即日起至 

107/8/31 止 
 

十五、主旨：轉知財團法人台灣安斯泰來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 108 年度獎助金申請即日起 

              受理報名至 107 年 9 月 30 日截止，請  查照。  

        說明：(一)申請時間：107 年 7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止。 

(二)本期適用期間：108 年 1 月起至 9 月底前出國研修者。 

              (三)有關申請資格條件、獎助金額及申請方法等詳細資料請至本會網站/會務動態中查詢下載 

                  (http://www.doctor.org.tw)。 

              (四)欲索取該基金會獎助金之規定申請表格者，請直接與簡秘書連繫。電話：(02)25075799 

                  轉分機 366  E-mail：shally.chien@astell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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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會員二日遊活動＞ 
活動日期： 10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中午出發∼11 月 18 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新社花海  ★新社古堡    

行程規劃： 
 

第 1 天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高雄市醫師公會(集合一) �文化中心五福路(集合二) �午餐/便當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台中清新溫泉酒店+晚餐(桌菜)  

 

  12：00 高雄市醫師公會(集合點一)準時出發    午餐：便當 

  12：15 高雄文化中心五福路(集合點二) 

  13：30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位在台南市烏山頭水庫旁，前身為國立台南藝術學院，由知名建築教育長老 

         漢寶德先生所創立。身處在優美的風景中，再配上校園內的古意盎然，儼然是一個寧靜優雅的古 

         代環境。在校園內也隨處可以見學生的藝術創作，如同美術館般，每個角落都值得你駐足欣賞， 

         不管身在何方，望過去的畫面都如同一幅畫。 

  16：00 入住台中清新溫泉酒店 

  18：30 晚餐-台中清新溫泉酒店/桌菜 

 

第 2 天 
11 月 18 日 

(星期日) 
新社花海 �午餐 �新社古堡 �採香菇趣 �晚餐 �甜蜜的家 

  10：30 離開飯店 

  11：20 新社花海�「新社花海」系列活動帶動中臺灣地方休閒農業產業的發展，並提昇在地農產品的市場 

         知名度，是臺中大山城地區每年度最令人期待的盛事，也是全國最具規模且享有最高知名度的花海 

         樂活休閒活動。自民國95年開始，十餘年以來不斷尋求突破、擴大影響力，並連結臺中市在地特色 

         農產品、農業休閒旅遊等主軸，吸引民眾年年踴躍參與新社花海活動。 

  12：30 午餐/菇神餐廳-香菇火鍋餐 

  14：10 新社古堡�新社莊園的開發，順著山勢起伏，配合自然生態，以最原始的風貌呈現。兼顧造景與水 

         土保持，依照不同的地貌，採用不同的技巧，與其說開發，不如說是重整再造。將山林的奇特造 

         型，與建築巧妙搭配，在磅礡的氣勢中不失秀麗。將原有的山林，賦以嶄新的風貌，在奇景迭現 

         中，讓遊客驚嘆連連。 

  15：50 採香菇趣�阿亮香菇園沒有華美的裝潢，呈現的是最真實的香菇農園，讓遊客可以真實貼切了解菇 

         園的情況。阿亮香菇園推出自採香菇、香菇生態解說，以及現炸新鮮香菇品嚐、菇類產品販售等服 

         務。目前也是新社鄉唯一提供"全年"可採香菇體驗的農園。 

  18：30 晚餐/嘉義桃花源餐廳 

  21：00 抵高雄溫暖的家 

 

團費部分：（含早午晚餐、門票、礦泉水、保險、車資、司領小費） 

   景觀二人房 6340 元/人    清新二人房 6140 元/人    清新四人房：5090 元/人 
 

補助費用：參加會員每人補助 1000 元，眷屬自費。 

參加人數：以 70 人為限。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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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者為優先＊ 

＊報名截止日後，無法成行者恕不退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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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主旨：再次轉知為促進會員聯誼，辦理分區會員暨分區衛生所主管聯誼餐敘，請 

            會員依執業院所所屬行政區域踴躍報名參加，俾便統計人數準備訂席事宜。 

說明：(一)會員分區聯誼餐敘時間、地點及報名時間如下： 

聯誼分區(行政區域) 餐敘時間 餐敘地點 報名截止日期 

前金區.新興區. 

苓雅區.前鎮區. 

107 年8 月17 日(五) 
中午12:30∼14:30 

WO 飯店/2 樓江浙廳   07-282600 

高市前金區七賢二路 394 號 2F 

即日起至 

107 年8 月14 日止 

鼓山區.左營區. 

楠梓區 

107 年8 月21 日(二) 
中午12:30∼14:30 

WO 飯店/2 樓江浙廳   07-282600 

高市前金區七賢二路 394 號 2F 

三民區.鹽埕區. 

小港區.旗津區. 
106 年8 月23 日(四) 
中午12:30∼14:30 

WO 飯店/2 樓江浙廳   07-282600 

高市前金區七賢二路 394 號 2F 

            (二)會員對於衛生政策有相關建議者，以書面向本會提出，俾便彙整當日向衛生主管 

                單位提出建議。 

            (三)請欲參加之會員於截止日期前電話 07-2212588 至本會報名。 

 
 

十八、主旨：為增進會員間之情誼，本會舉辦『會員中秋聯誼晚會-上海之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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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9 月 23 日(星期日)晚上 6 時報到， 

6 時 30 分聯誼餐敘、節目表演。 

             (二)晚會地點：海寶國際飯店 2 樓國際廳 

(三)參加對象：本會會員及眷屬。 

(四)費用：會員免費、眷屬每人酌收 500 元。 

(五)欲參加晚會之會員請於 9 月 17 日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俾便統計人數籌備餐點事宜。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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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康消息*** 好康消息*** 好康消息*** 

  高鐵孩童優惠乘車兌換券，需要之會員請至公會領取，領完為止。 

  (*到公會領取兌換券時，請攜帶有照片證件供核對為會員*) 

 *憑券搭乘指定車次乘車票之成年旅客可享同行一名孩童 6-11 歲標準車箱對號座全額 

  票價 2 折。 

 *適用期間：107 年 7 月 1 日—107 年 8 月 31 日。 

☺搭高鐵快速購票☞「企業專屬售票窗口」☞☞告知「企業會員編號 76235246」 

   ，省時間又便利，請會員、眷屬多多利用！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8.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371.-380.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因應全國首例本土登革熱確定病例，請持續加強疑似登革熱、茲卡個案通 

            報警覺並宣導醫療院所 T.O.C.C.問診，俾利防疫工作及早介入，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7.4.高市衛疾管字第 10735009900 號函辦理。 

           (二)本市於今(107)年 7 月 1 日接獲本年度全國首例本土登革熱確定病例，個案為 30 多歲男性，  

居住於本市前鎮區草衙里，職業為水電工，發病前兩週曾於烏松區及仁武區工地裝設水電工 

程，經疫調個案活動地以住家與上揭工作地為主，無特殊病史，過去未曾罹患過登革熱，6 

月 28、29 日陸續出現發燒、頭痛、食慾不振、肌肉痠痛等症狀，分別至診所看診及醫院就醫， 

流感快篩陰性，診斷為感冒，6 月 30 日因症狀未改善，再至前鎮區診所就醫，經抽血登革熱 

NS1 快篩檢驗陽性，通報疑似登革熱，衛生單位隨即安排住院防蚊隔離，7 月 1 日疾病管制署 

實驗室發布結果為 IgM 陰性、IgG 陰性、PCR 陽性、確診病毒型別為第三型。  

(二)截至今(107)年 7 月 1 日，全國境外移入確診登革熱病例共 95 例（本市 17 例，含本土 1 例）。 

由於東南亞地區登革熱流行疫情持續且近期已出現高溫並降雨情形，防堵本市登革熱流行疫 

情已刻不容緩。請各院所提高對登革熱疑似病例的通報警覺，診療病患時如遇不明原因發燒 

患者，務請詢問 T.0.C.C.(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有群聚情形），如發現符合登革熱 

通報定義之疑似病例，應立即進行通報，方能及早啟動相關防疫機制。  

           (三)有關登革熱及茲卡病毒感染症通報檢驗、疫情訊息及預防方法等相關資訊請至疾病管制署全球 

               資訊網(http://www.cdc.gov.tw）或衛生局全球資訊網(http://khd.kcg.gov.tw）查詢及下載 

運用。 

二、主旨：轉知有關衛生福利部函轉民眾反映藥局或診所提供藥袋之字體太小一案，請會 

            員改進或提供相關協助便於閱讀或辨視之工具，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7.24.高市衛醫字第 10735425000 號函辦理。 

三、主旨：轉知健保署函請各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於交付病人藥劑時，應確實依法明確標示 

            藥品相關資訊，以利民眾正確服藥、保障用藥安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7.23.全醫聯字第 1070000987 號函辦理。 

            (二)查醫療法第 66 條、醫師法第 14 條及藥師法第 19 條，已明確訂定醫院、診所及藥局，於交 

                付藥劑時，應於容器或包裝上載明病人姓名、性別、藥名、劑量、數量、用法、作用或適應 

                症、警語或副作用、醫療機構名稱與地點、調劑者姓名及調劑年、月、日等資訊，並規範如 

                有違反時將處罰鍰及令限期改善等相關罰則。 

            (三)爰請各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依上開規定，於交付病人藥劑時，不論係以「一藥一袋」或分包為 

               「餐包」之調劑方式，應確實依法標示各項藥品相關資訊，以利民眾正確服藥、保障用藥安 

                全。 

四、主旨：轉知健保署函復全聯會有關「急診部分負擔」宣傳單張，請院所配合張貼，以 

            利向民眾宣導並落實分級醫療，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7.6.全醫聯字第 1070000906 號函辦理。 

            (二)對於全聯會所提西醫診所急診服務一節，健保署已製作相關宣傳單張，請院所張貼，以利向 

                民眾宣導。該宣傳單張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 

                考。 

五、主旨：轉知有關 107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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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項），相關資料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藥材專區/藥品/健保用藥品項，請自行下載，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7.7.3.全醫聯字第 1070000868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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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旨：轉知為鼓勵院所落實轉診合作機制，以提供民眾後續持續性照護，多加利用 HIS

系統或是 VPN 系統進行轉診作業，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7.13.全醫聯字第 1070000937 號函辦理。 

           (二)請會員透過 HIS 系統連結或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之醫事人員溝通平台，確實登入病人 

               轉診資訊，提升轉診申報率及醫師服務服務量。 

           (三)已有 HIS 系統廠商業建置轉診作業系統，並新增『轉診資料』直接上傳『電子轉診平台』內 

               建功能，使用說明請參閱附件(以醫聖系統為例）；請提醒會員向所購系統之廠商詢問。 

           (四)健保署醫事人員溝通平台一電子轉診平台之使用手冊，已置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醫事機構 

               /醫療費用支付/電子轉診平台格式，可自行下載參考（網址:https://www.nhi.gov.tw/ 

Content_List.aspx?n=C44772725B34B8D4&topn=D39E2B72BQBDFA15)。 

           (五)詳細內容及附件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 

               考。 

七、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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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經該部於 107 年 6 月 26 日以衛部保字第 1071260293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 107 年 7 月 1 日生效， 

           有關該發布令影本（含法規規定）、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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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2.全醫聯字第 1070000875 號函辦理。 

            (二)本次依據西醫基層總額及醫院總額部門之「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專款預算新增下 

                列五項診療項目： 

1.辦理轉診費＿回轉及下轉：使用保險人電子轉診平台（代碼 01034B,500 點）、未使用保險人 

  電子轉診平台（代碼 01035B,400 點）。 

              2.辦理轉診費＿上轉：使用保險人電子轉診平台（代碼 01036C,250 點）、未使用保險人電子轉 

                診平台（代碼 01037C,200 點）。  

              3.接受轉診門診診察費加算（代碼 01038C,200 點）。 

八、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為因應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自 107 年 5 月 25 日正式 

            全面實施，對於該規則實施後對醫療機構有任何影響及問題者，請院所於每年 4 月、8 月、12 月 

            20 日前將收集之資料回復本會，俾便本會彙整送衛生福利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7.5.全醫聯字第 1070000889 號函辦理。 

            (二)有關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等相關詳細資訊詳見國家發展委員會「歐盟一般資料保護 

                規則專區」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F98A8C27A0F54C30。 

九、主旨：轉知健保署檢送「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門診、住院及交 

            付機構)及填表說明（XML 檔案格式）」(版更日期:107 年 7 月)，詳細修正內容請會員至健保署全 

球資訊網及健保資訊網(VPN)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7.7.19.全醫聯字第 1070000971 號函辦理。 

十、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計畫」，並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 

            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7.6.28.全醫聯字第 1070000845 號函辦理。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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