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3.10.(108)高市醫會總字 104.-117.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有關通訊診察治療辦法第2條第2款第2目所稱該醫療機構醫師，是否包括 

            報備支援之醫師，或僅指執業登記醫師之疑義一事，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1.31.高市衛醫字第 10830779500 號函辦理。 

      (二)按通訊診察治療辦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2 目規定：「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與醫 

          療機構訂有醫療服務契約，領有該醫療機構醫師開立效期內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長期照顧服 

          務使用者，因病情需要該醫療機構醫師於效期內診療。」。 

      (三)旨揭條文規定主要是讓接受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之住民，在領取慢性處方箋的效期內，由醫 

          療機構醫師依住民病情需要，以通訊方式，提供詢問病情、診察、開立處置醫囑、原有處方 

          之調整或指導及衛生教育等醫療服務，爰事前報准支援之醫師已納入被支援醫療機構之通訊 

          診察治療計畫之醫師團隊中，且計畫經衛生局核准，由其在核准執行之醫療機構執行通訊診 

          療尚無不可。 

二、主旨：轉知因應國內已發生數起境外移入麻疹病例，請持續落實辦理相關防疫，以利 

            早期診斷和通報，及時採取防治措施，避免疫情擴大，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2.15.高市衛疾管字第 10831075600 號函辦理。 

      (二)目前中國大陸、東南亞及歐洲之麻疹疫情嚴峻，截至 108 年 2 月 13 日，根據疾病管制署監測 

          資料國內今年截至目前累計 12 例麻疹確定病例，其中 9 例為境外移入(感染國家為菲律賓 5 

          例及越南 4 例）及 3 例本土麻疹個案，已較往年同期之疫情升高。  

      (三)感染麻疹會出現發燒、鼻炎、結膜炎、咳嗽等症狀，部分確診個案於麻疹先期症狀出現時， 

          未能被及早診斷及通報，致後續多名接觸者需進行健康追蹤監測及暴露後預防措施，提醒各 

          醫療機構，應落實「TOCC」詢問（含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如病人具有發 

燒、出疹、流鼻水及結膜炎等症狀，疑為麻疹個案，應儘速通報並採集檢體送驗及落實相關 

感控防護措施及病患之衛教；針對個案接觸者，應提供「麻疹個案接觸者健康監測通知書」， 

並落實衛教健康監測期間應注意事項，防疫人員須每日主動追蹤接觸者健康狀況並至接觸者 

健康追蹤管理系統（https://trace.cdc.gov.tw）進行回報作業。 

(四)為使幼兒獲得完整免疫力，請本市所轄預防接種合約院所，加強宣導家長依時程帶家中幼童 

    完成 MMR 疫苗接種並進行適齡幼兒催種，以提升接種完成率。以多元管道宣導民眾如將前往 

    麻疹疫情流行地區，應確認自身是否有麻疹免疫力，針對 1981 年(含)以後出生之民眾，可鼓 

    勵其自費接種 MMR 疫苗後再出國，另於返國後，如出現疑似症狀，應及時就醫並告訴醫師個 

   人旅遊史等，另提醒家長避免帶未滿 1 歲或未完成 MMR 疫苗接種的幼兒前往流行地區，以降 

    低感染風險。 

(五)因應去年國內曾發生院內麻疹群聚感染，請各醫療院所提醒所屬醫事人員，其工作地點如屬 

    於高風險單位如門診、急診、感染科、兒科等，建議確認自身是否具有麻疹免疫力，必要時 

    進行 MMR 疫苗接種，以期降低院內感染與傳播之風險。 

(六)為強化麻疹德國麻疹防治衛教宣導，衛生局業已完成設計「麻疹德國麻疹懶人包」乙款， 

    前揭懶人包已建置於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https://goo.gl/pRKFHf)/業務科室/疾病 

管制處/麻疹及德國麻疹專區/文章管理/麻疹德國麻疹懶人包」項下，請逕行下載運用並透過 

各大通路，如 Line 群組、集會、宣導活動、診間張貼等多元管道加強宣導。 

三、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108年2月14日衛部醫字第1081660823號令訂定發布「活體腎臟 

            交換捐贈移植手術管理辦法」，並自108年2月14日起施行，詳細內容請會員至該部全球資訊網站 

            (網址:http://www.mohw.gov.tw)之「公告訊息」及「法令規章」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2.20.全醫聯字第 1080000217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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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10 

四、主旨：轉知請會員提供正確病患資料，以利藥師執行法定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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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1456700 號函辦理。 

      (二)按醫師法第 13 條規定，醫師處方時，應於處方箋載明下列事項，並簽名或蓋章：(一)醫師姓 

          名。(二)病人姓名、年齡、藥名、劑量、數量、用法及處方年、月、日。爰醫師開立處方箋 

          之內容應符合上開規定，違者依同法第 29 條論處。 

      (三)請醫療機構釋出之處方箋應完整載明上揭法定事項，以免觸法。 

五、主旨：轉知為強化落實愛滋預防工作，請會員協助公告「107及108年度在家愛滋自我 

            篩檢計畫」，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2.14.高市衛疾管字第 10831110900 號函辦理。 

      (二)有鑒於愛滋病是國際關注的傳染病防治焦點之一，疾管署為鼓勵民眾了解自身健康，提供可 

          在家使用之「愛滋病毒快速篩檢試劑」，方便又具備隱私，以增加篩檢意願，期早期發現及早 

          期治療阻斷病毒傳播，進而達到愛滋防治之目的。  

      (三)本案活動期間自即日起至試劑發放完畢止，民眾可至本市試劑提供地點支付 200 元取得試劑 

          ，依據試劑包裝內說明書操作，完成篩檢後，於 108 年 12 月 25 日前至活動網頁登錄篩檢結 

          果，並將試劑編號之試劑包裝照片上傳，後續將由疾管署委託民間單位進行全額退費。（活動 

          相關資訊詳見 https://hiva.cdc.gov.tw/oraltest/index.aspx) 

      (四)另本市肩負愛滋防治重責，爰積極推動是項計畫，活動深具意義，請會員協助廣為宣導，倘 

                對於本計畫有相關疑問，請聯繫轄區衛生所愛滋病業務承辦人進行瞭解，俾利提升民眾知悉 

                並取得試劑。 

            (五)有關旨揭計畫內容、試劑提供地點資料及衛生所愛滋病業務承辦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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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主旨：轉知有關專科醫師制度相關建議意見一案，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2.13.高市衛醫字第 10830926500 號函辦理。 

      (二)為規劃急重症照護體系，評估各相關專業人力需求，衛生福利部前經於 107 年 11 月 21 日邀 

          請各專科醫學會召開研商「專科醫師訓練制度改革事宜」會議，決議將優先請各專科醫學會 

          盤點並審認具有完整全時訓練課程、訓練醫院、評核方式及核發證書之次專科類別及領證人 

          數等資料，並予以登錄，俾憑衛生福利部掌握次專科之人力發展，適時調整醫師人力政策之 

          參據。  

      (三)另依據「醫師法」第 7 條之 1 及之 2 規定，醫師經完成專科醫師訓練，並經中央主管機關甄 

          審合格者，得請領專科醫師證書；非領有專科醫師證書者，不得使用專科醫師名稱。復依「專 

          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 3 條規定，醫師之專科分科係指家庭醫學科等 23 專科。至於非部 

          定專科醫學會對會員醫師辦理專業能力認證所核發之證書，於外觀形式及內容記載上，均應 

          與衛生福利部部定專科醫師證書易於區辨，不得造成民眾混淆或誤解為衛生福利部認定之專 

          科醫師之虞。醫療機構如有未符合說明之規定者，轄區衛生所將依法輔導改正。 

七、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請衛生福利部適度放寬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0條「醫療急迫情形」 

            適用範圍案，該部函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2.21.全醫聯字第 1080000203 號函辦理。 

      (二)衛福部就旨揭建議案函復重點略以：  

        1.「醫療急迫情形」係指醫師於醫療機構為急迫醫療處置，須立即使用藥品之情況。所稱「立 

          即使用藥品」，係指病人有危害生命身體之安全，醫師於急迫醫療處置時，得當場施予之各種 

          藥品，包含外用藥品。 

        2.醫師為醫療急迫處置之目的，就病人持處方箋赴藥局調劑領藥之過程，倘依其專業就個案情 

          形判斷，個案有疾病發作之可能，且未立即服用緊急用藥恐有危害安全之虞，醫師得另調劑 

          緊急用藥，供個案至藥局調劑領藥期間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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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檢送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就「乳房植入物相關的間變性大 

            細胞淋巴瘤(簡稱 BIA-ALCL)」發布安全警訊資料，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中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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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2.21.全醫聯字第 1080000226 號函辦理。 

九、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新增「GNE遠端肌病變」等3項罕見疾病及修正「Dravet症候群」 

            罕見疾病之生效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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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30.全醫聯字第 1080000110 號函辦理。 

十、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Lemtrada(Alemtuzumab)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及「Fluoroquinolone 類抗生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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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安全資訊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1.30.全醫聯字第 1080000138、1080000161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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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  

十一、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修訂「慢性 B 型肝炎抗病毒用藥」之給付規定，其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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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1.30.全醫聯字第 1080000094 號函辦理。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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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4.全醫聯字第 1080000187 號函及 108.2.21.全醫聯字第 1080000198 號函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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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課程                                                                                         108.3.10 

十三、主旨：本會 10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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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十四、主旨：本會舉辦 108 年度高爾夫球聯誼賽，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比賽時間：108 年 4 月 21 日(星期日)上午 11 時 30 分正準時開球 

            (二)比賽地點：高雄高爾夫球場(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 270 號，07-3701101) 

            (三)比賽辦法：採新貝利亞法計算差點 

            (四)報名資格：高雄市醫師公會會員及配偶，報名免費，但果嶺費及桿弟費自理。 

            (五)比賽規則：依照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協會規定及高雄球場單行規則。 

            (六)報名方式：請欲參加者填妥報名表如下，並於 4 月 3 日前郵寄或傳真(07)215-6816 本會。 

 

理事長 王 欽 程 
 

 

以下報名表請撕下傳真回本會 

-----------------------------------------------------------------------------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108 年度高爾夫球聯誼賽】報名表  

會員姓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會員配偶：                       出    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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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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12 
12:30-14:30 

大腳趾外翻的治療 
黃鵬如主任- 
高醫大附設醫院骨科部 

骨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4/9 止 

108/4/19 
12:30-14:30 

老人醫學 
林育德主任- 
高雄榮總高齡醫學中心 

內科.家醫科. 
神經科.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4/16 止 

108/4/26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
討論會 

主持醫院：高醫大附設醫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4/23 止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85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86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87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3.10.(108)高市醫會總字第 118.-125.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有關高雄市「因應流感疫情，加強醫療機構流感之感染預防措施，於疫情 

            流行期間關閉遊戲設施」相關防疫措施公告及公告總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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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高市衛疾管字第 10830978800 號函辦理。 

      (二)由於醫療機構附設之兒童遊戲區、投幣式電動遊戲車(機)、玩(教)具，容易成為流感疫情傳 

          播的溫床，為落實感染管制，除增加清消頻次，應於流感疫情流行期間關閉遊戲設施，並且 

          收置妥當避免兒童接觸，以有效遏止流感對學(幼)童健康威脅，然惟有醫療機構等相關單位 

          的配合及落實旨揭防疫政策，才能達到防治之效。 

      (三)綜上，為使本市醫療機構能落實遵從流感流行期間關閉遊戲區及遊戲設施之防疫措施，減少 

          疫情發生及擴散，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公告本市「流感疫情流行 

          期間關閉醫療機構附設之遊戲設施」，請會員依規定辦理，違反者，將依同法第七十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處分，以維護本市兒童之健康。 

二、主旨：檢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修正之「診所感染管制之督導考核建議項目及評量 

            說明」一份如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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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1572000 號函辦理。 

      (二)旨揭建議項目係依該署 106 年 5 月 19 日疾管感字第 1060500266 號函頒內容修訂，經衛生福 

          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感染控制組」審閱完成，衛生局將納入診所常規督導考核項目，或 

          辦理不定期查核使用。 

(三)旨揭建議項目共計 7 項，內容主要為感染管制之基本原則，適用於西醫、中醫、牙醫等所有 

    類別診所，故於實務執行上，衛生局得依受評機構之業務屬性，增加各專科適用之查核項目， 

          配套並行。  

      (四)為加強診所落實感染管制作為，降低感染及群聚事件發生之風險，衛生局將依據疾病管制署 

          規劃，自 109 年起，考評內容除西醫診所外，亦將納入牙醫及中醫診所，以落實監督診所執 

          行醫療業務之感染管制作為。 

(五)旨揭電子檔已置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傳染病介紹/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醫療照 

    護感染管制/醫療照護感染管制查核作業/查核作業/基層醫療機構感染管制，請基層診所依循 

    使用。 

三、主旨：轉知107年度第4季安全針具品項清單，清單可至衛生福利部首頁/衛教視窗/ 

             宣導專區/安全針具資訊專區(https://www.mohw.gov.tw/cp-172-7693-1.html)下載運用，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3.7.高市衛醫字第 10831532400 號函辦理。 

四、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署函，鑑於近期國際間麻疹疫情嚴峻，請診所儘速 

            安排所屬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接種「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疫苗）」，並配合辦理

相關防治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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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26.全醫聯字第 1080000242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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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108年01月22日 

            三版)」;另全聯會建議新增虛擬代碼R007以用於連續假期乙節，該署表示依現行作業方式醫師不 

            需另行以R碼填報，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1.30.全醫聯字第 1080000151 號函辦理。 

      (二)全聯會為因應年度中各連續假期，且考量國人利用連續假期安排旅遊已成常態，以連續假期 

          至少 3 天及民間旅遊調查全球平均旅程 9 天為基礎，建議旨揭管理方案增訂虛擬醫令「R007：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給藥屆滿(用罄)日介於『連續假期開始至假期結束後 6 天』者、或原預定 

          於『連續假期開始至假期結束後 6 天』期間回診之慢性病人，可於連續假期開始前 10 天內， 

          經院所查詢健保雲端藥歷系統，確定病人餘藥日數後，經醫師處方給藥或預領下個月(次)用 

          藥。」 

      (三)該署表示全聯會建議事項，已列於「不列入重複用藥」計算條件，現行作業方式醫師不需另 

          行以 R 碼填報，略述如下：  

1.針對領藥屆滿日介於春節期間者，已可提前自春節前 10 天起回診或預領下個月(次)用藥。 

              2.有關春節連假前 10 天領藥，自 105 年已不列入重複用藥計算條件之一。年度中 2 日周休連假 

                或數個 3 至 4 日國定連假，亦均已涵蓋於提前 10 日領藥範圍。 

              3.有關病人安排旅遊提前領藥部分，預定出國可申報「H8」，不限提前領藥時間即可提前領藥， 

                亦已不列入重複用藥計算條件之一。 

六、主旨：轉知「全民健康保險藥品費用分配比率目標制」試辦第六年(107年)藥費核付 

金額超出目標值之額度暨108年藥品支付價格年度例行調整結果，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業 

            於108年1月28日以健保審字第1080075705號公告，本次藥價年度例行調整結果置於該署全球資訊 

            網(http://www.nhi.gov.tw/)/公告，或藥材專區之全民健康保險藥品支付價格調整作業，詳細 

            內容請會員至請逕至該網站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2.14.全醫聯字第 1080000179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全聯會函請中央健康保險署儘速公告周知10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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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申辦流程及方式，該署函覆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 

            (http://www. doctor.org.tw)/會務動態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1.30.全醫聯字第 1080000150 號函辦理。 

八、主旨：轉知為確保「簡表」繼續實施，請各基層診所核實申報「日劑藥費案件」用藥 

            明細，勿規避不予支付指標管理，以提升藥品資訊透明和保障民眾用藥安全，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1.30.全醫聯字第 1080000092 號函辦理。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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