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10.8.10.(110)高市醫會總字第 345.-367.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即日起各類醫事人員報備支援之措施如 

            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0.8.11.高市府肺指字第 1103 

          8433200 號函辦理。 

            (二)醫事人員於各類醫事(療)機構間之支援，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1.醫事人員於支援日期時，已施打 2劑之 COVID-19疫苗且屆滿 2週者，應檢附佐證資料(如： 

                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卡)逕於醫事人員報備支援系統辦理線上申請。 

              2.醫事人員於支援日期時，已施打 1劑之 COVID-19疫苗或已施打 2 劑之 COVID-19 疫苗未滿 2 

                周者，檢附佐證資料(如：COVID-19疫苗接種紀錄卡)逕於醫事人員報備支援系統辦理線上申 

                請，並每月應加做 COVID-19 之抗原檢驗或核酸檢驗至少一次。 

              3.惟於各醫院負壓隔離病房、專責加護病房或專責病房之醫事人員不適用之。 

            (三)其他未盡事項請依本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0年 7月 26日高市府肺指 

                字第 11037688100 號暨 110年 7 月 30日高市府肺指字第 11037922200 號函辦理。 

二、主旨：轉知有關醫事人員依高雄市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0年 7月 26 日高市府肺指字第 11037688100 號函規定支援外縣市或手術相關業務乙節，請依說 

            明段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0.7.30.高市府肺指字第 1103 

          7922200 號函辦理。 

            (二)醫事人員之支援若為跨縣市支援或支援手術相關業務者，於支援結束返回原執業登記機構時 

                ，每月應加做 COVID-19之抗原檢驗或核酸檢驗至少一次；醫事人員已施打 2劑 COVID-19疫 

                苗並屆滿 2 週者，得免採檢。 

三、主旨：轉知有關「因應 COVID-19疫情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返回工作 

            建議」修訂版，請會員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0.7.7.肺中指字第 1103800380號函辦理。 

            (二)旨揭文件對於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因確診 COVID-19進行隔離後返回工作之採檢建議中，針對 

                退燒至少 1 天且症狀緩解且距發病日至少 10天後，解除隔離治療續進行 7天居家隔離者， 

                原建議於居家隔離期滿後，需有 1次呼吸道檢體病毒核酸檢驗結果為陰性或 Ct 值≧30後， 

                始可返回工作，合先敘明。 

            (三)考量確診個案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置及解除隔離治療條件」解除隔離者，即 

                表示康復，故該指揮中心於本(110)年 7月 4日記者會表示，確診個案持「解除隔離治療通 

                知書」不應被要求出具檢驗陰性證明，爰針對因確診 COVID-19 隔離之醫療照護工作人員， 

                採取一致之工作建議為：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個案處置及解除隔離治療條件」解 

                除隔離者，即可返回工作。 

            (四)旨揭返回工作建議修訂版業置放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 

                gov.tw)COVID-19 防疫專區之「醫療照護機構感染管制相關指引」項下，請自行下載運用。 

四、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COVID-19疫情期間糖尿病友及家屬居家防疫 

            照護參考手冊」，請會員自行下載運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7.2.高市衛健字第 11036460800 號函辦理。 

            (二)旨揭手冊係提供糖友及家屬於疫情期間居家照護應注意事項，請自行於網站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907)下載運用。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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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旨：轉知為因應國內 COVID-19疫情嚴峻，疾管署新版傳染病通報系統(NIDRS)將擇 

            期上線，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7.19.高市衛疾管字第 11036433300號函辦理。 

      (二)旨揭系統上線時間，疾管署前於本(110)年 5 月 17 日以疾管疫字第 1101200126號函通知延後 

          至本年 6 月 21日，惟因應 COVID-19本土疫情仍嚴峻須持續保持警戒，為避免影響防疫工作 

          進行，將延後 NIDRS上線時程，擇日另行通知。  

      (三)旨揭系統練習區、操作影片及常見問答集、改版政策說明等資訊，已置疾管署全球資訊網之 

          新版傳染病通報系統項下(https://reurl.cc/O0VM39)，敬請先行參考運用，並撥冗孰悉各項 

          功能操作。 

六、主旨：轉知修正「危險性行為之範圍標準」第二條，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10年 7 月 2 

            日以衛授疾字第 1100100972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有關該標準第二條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 

            正條文對照表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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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7.12.高市衛疾管字第 11036579300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有關中央健康保險署建置「利用全民健保資料庫之國際期刊論文查詢」網 

            頁，並製作「健保大數據助攻學術研究」海報電子檔，請多加利用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10.7.19.健保企字第 1100038094 號函辦理。 

      (二)為讓學術界及民眾共同分享健保資料相關研究成果，健保署建置「利用全民健保資料庫之國 

          際期刊論文查詢」網頁(路徑：健保署網頁首頁/關於健保署/利用全民健保資料庫之國際期刊 

          論文查詢，網址：https://reurl.cc/1YMdLD)，請會員多加查詢利用。 

      (三)健保署製作「健保大數據助攻學術研究」海報電子檔置於該署網站/影音文宣/宣導素材/熱門 

          專區/單張/健保大數據助攻學術研究(網址：https://reurl.cc/9rxjYY)。請會員下載海報電 

          子檔列印張貼，以鼓勵所屬至健保署網頁多加利用論文查詢功能，促進健康醫療發展及學術 

          研究量能。  

八、主旨：轉知為提升兒童健康照護品質，請相關醫療院所(小兒科、耳鼻喉科、家醫科 

            等)，請醫師執行兒童健康診療時，若發現疑似聽力異常個案，協助轉介至本市設有聽力師院所 

            就醫，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8.2.高市衛健字第 11037878200 號函辦理。 

      (二)據衛生福利部研究，目前重度聽損兒童平約診斷年齡是一歲半，中、輕度的聽損兒則平均到 

          三歲半至四歲才被發現，故自 101年 3 月 15日起全面執行新生兒聽力篩檢；然造成學齡前 

          幼兒聽覺障礙後天性原因多為感染(如感冒併發中耳炎)、受傷、藥物毒性影響、自體免疫疾 

          病及腫瘤等，希透過兒童就醫之多元管道，即早察覺發現聽力異常個案，俾以進一步早期診 

          斷治療。 

九、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建置「全國偏鄉醫師人力需求平台」，有意願 

            者可利用此平台至偏鄉地區支援服務，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10.7.8.全醫聯字第 1100000881號函辦理。 

            (二)為紓解偏鄉離島地區醫師人力不足問題，中央健康保險署建置「全國偏鄉醫師人力需求平 

                台」，平台路徑：健保署全球資訊網/主題專區/全國偏鄉醫師人力需求平台(網址：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CA2D5A2E9C070FFC)，有意者可利用此平台 

                查詢各偏鄉離島地區之服務缺口，並可直接與服務院所窗口進行接洽，前往偏鄉離島地區提 

                供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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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辦法」第 2 條修正 

            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勘誤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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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9.全醫聯字第 1100000874 號函辦理。 

十一、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得應公共衛生師考試資格審查申請須知」、「得應公 

              共衛生師考試資格審查申請文件」及「公共衛生師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認定 

              原則」，詳細相關資訊可於「衛生福利部網站首頁」/「醫事司」/「得應公共衛生師考試資格 

              審查專區」(網址：https://dep.mohw.gov.tw/DOMA/mp-106.html)查詢，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10.7.16.全醫聯字第 1100000901 號函辦理。 

十二、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Zostavax 疫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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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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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29.全醫聯字第 1100000968 號函辦理。 

十三、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議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民眾健保 IC 卡照片應定期更換 

              ，及因應防疫安全及遠距醫療需求，改善健保卡運作模式一案，健保署函覆重點如說明，請  查 

              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10.7.13.全醫聯字第 1100000896號函辦理。 

              (二)健保署函覆重點略以：(1)健保卡在可正常使用、晶片卡體未損壞下，強制換發恐造成民 

                  眾負擔換發健保卡之工本費。若考量相片辨識度，規劃定期換發健保卡，將涉及政府編列 

                  之財政預算，囿於製卡預算經費，待條件許可，擬將本會建議納入政策修訂之參考。(2)  

                  有關因應防疫安全及遠距醫療需求，全聯會建議改善健保卡運作模式一事，為使新一代健 

                  保卡規劃契合數位國家發展方向，延續 107年行政院協作會議決議，健保署於 108、109  

                  年辦理「虛擬健保卡就醫模式試作」。今年因應 COVID-19 疫情，健保署積極推動虛擬健保 

                  卡，加入虛擬健保卡試辦計畫之醫療院所，在提供居家醫療、遠距醫療、居家隔離檢疫視 

                  訊診療時，均可以虛擬健保卡方式進行。 

十四、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醫事人員同住家人列為 COVID-19  

              疫苗優先接種對象，110 年 7月 13日經中央流行指揮中心函覆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10.7.15.全醫聯字第 1100000907 號函辦理。 

        (二)110年 7 月 13日經中央流行指揮中心函覆，重點略以：國內公費 COVID-19疫苗之各類接 

            種對象及優先順序，係經「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審酌國內外 

            疫情趨勢、各類對象感染風險、維持國家醫療照護與防疫量能、社會運作及國家安全等因 

            素研訂及滾動式調整，未來亦將視疫苗供應期程與數量，依序逐漸擴大至全體國民皆能公 

            費接種。 

十五、主旨：轉知「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79 條附件二、第 80 條附 

              件三、第 81 條附件四、第 82條附件五、第 83條附件六、第 84條附件七業經衛福部 110 年 7 

              月 30日以衛部保字第 1101260216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 110年 1月 1日生效，詳細資料請會員 

              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查詢，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10.8.5.全醫聯字第 1100000989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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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主旨：轉知因應疫情期間民眾與醫事人員之身心壓力急需醫療照護，全聯會特別成 

              立「新冠疫情身心壓力照護專案」，期持社會各界廣加利用，一起照護全民身心平衡與健康，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10.7.26.全醫聯字第 1100000935 號函辦理。 

        (二)根據國外文獻與實證調查，疫情之下，民眾身心健康普遍受到影響，新冠疫情下身體與心 

            理健康危害應予同等重視；當前國內正歷經長時期的疫情警戒，人們的日常生活、人際互 

            動與民生經濟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衝擊。全聯會希望藉由「新冠疫情身心壓力照護專 

            案」，提供社會大眾及醫事人員一個專業完善、溫暖細膩的身心支持平台。  

        (三)全聯會官網已設置專區(https://www.tma.tw/Covid19-PMCare/)，邀集相關專業公學會共 

            同參與提供身心壓力照護線上資源，分為五大區塊：身心疾病、身心壓力因應之道、精神 

            分析心理治療、精神遠距醫療照護資源及腦心智治療。 

        (四)當中遠距醫療照護資源，更是由全聯會與台灣精神醫學會共同發起。平台中有遍布全台各 

            地共八十五家診所及逾百名醫師參與，將發揮身心醫學專長，帶領醫師、護理師、藥師、 

            臨床與諮商心理師夥伴，落實專業團隊合作，陪伴所有人一起走過當前難關。 

十七、主旨：轉知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全聯會針對藥品轉類及會議進行公開透明等向衛 

              生福利部提供相關建議案，衛福部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10.7.12.全醫聯字第 1100000894號函辦理。 

              (二)110年 6 月 29日全聯會以全醫聯字第 1100000789號函向衛生福利部提出旨揭相關建議。 

                  該部函復重點略以： 

                1.對於具有公衛/社會/倫理爭議或疑慮之藥品轉類議題，食藥署會以公聽會或預告方式蒐集 

                  意見。 

                2.因會議議題多涉及廠商營業機密，指示藥品及成藥諮議小組委員及列席會議之專家皆須簽 

                  署保密協定，邀請列席之相關醫學會代表可於會中充分表達意見，開會過程依食藥署「指 

                  示藥品及成藥諮議小組作業要點」進行。  

                3.建議兒科用藥 6 歲或 12歲以下，應由醫師開立處方，並將「體重」等其他因素納入考量 

                  一節，食藥署將視個案之藥品特性及使用經驗參採。 

繼續教育課程                                                                                           

十八、主旨：轉知全聯會召開「第 12 屆第 6 次兩岸事務委員會」，會中邀請兩岸政策協會 

              研究員張宇韶專家蒞會視訊演講，分享「兩岸關係之未來互動發展」，有興趣參加之會員毋須 

              報名，當日逕自以視訊連結方式參加。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10.7.28 全醫聯字第 1100000949 號函辦理。 

              (二)視訊時間：110 年 8 月 25日(三)下午 2:00 

              (三)會議連結：https://pse.is/313knu，會議號：170 367 1264，密碼：0825。 

              (四)張宇韶專家畢業於政大東亞所博士，曾任中華歐亞基金會研究部副主任、行政院陸委會簡 

                  任秘書、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專長為中國研究、兩岸關係、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經 

                  濟學與區域經濟整合。 

十九、主旨：轉知全聯會舉辦「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115》主題：第一線專業人員 

               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自殺防治新旅程」線上直播課程，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線上課程時間：110 年 8月 28日(星期六)13:30-16:30 ＊請事先報名＊ 

              (二)報名網址：https://is.gd/eXs2z6 

              (三)有關研討會相關報名、線上直播網址及學分規範等資訊公告於全聯會活動訊息網頁： 

https://is.gd/YIPKi 

              (四)積分：西醫師專業品質、護理人員專業品質、藥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職能治療 

                        師之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及社工師專業知能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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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主旨：轉知「藥害救濟基金會 20週年＜藥安心‧愛關心＞醫法聯合論壇」（線上直 

               播）議程，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8.3.高市衛藥字第 11038028200 號函辦理。 

              (二)今年適逢藥救會成立 20周年，為增進專業人員對於藥品風險監控與預防藥害之知能，了解 

                  現行醫療爭議關懷與預防機制，特辦理旨揭論壇。會中邀請國內專家學者分享「【藥安心】 

                  健康數據應用之藥品風險監控與預防」與「【愛關心】雙贏策略：醫療爭議處理剖析」兩 

                  大主題，期能減少藥害發生，促進醫病溝通和諧。 

              (三)線上課程時間：110 年 9月 10日(五)09:30-16:10 

              (四)旨揭論壇採網路報名，請至論壇官網 https://www.tdrf.org.tw/tdrf20/forum/報名，開 

                  放時間自即日起至 8 月 27日止。若不克參加，請務必在報名截止日前取消報名。旨揭論壇 

                  已申請西醫師及藥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如有異動以網站更新公告為準。 

              (五)論壇議程請至 http://odm.kcg.gov.tw/tbpg/public/AttachDownload.isp 下載。 

廿一、主旨：本會舉辦【淺談 PCV13 結合型肺鏈與降低 Covid-19重症風險】線上視訊課程 

              ，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線上課程時間：110 年 9月 30日(四)12:30-14:30 

主題 講師 積分(西醫師) 協辦單位 

淺談 PCV13結合型肺鏈與降低 Covid-19 重症風險 
何宇苓醫師- 

立馨診所院長 

兒科.家醫科. 

內科.一般科 

台灣大昌

華嘉藥廠 

             (二)課程連結：課程開始前一天傳送至報名時填寫的電子信箱。 

  (三)報名網址：http://reurl.cc/qge3kg 

             (四)登入簽到：https://reurl.cc/MAKnMW            

             (五)課程簽退：https://reurl.cc/NrKzD6            

             (六)請務必完成簽到、簽退表單，方能取得學分。 

             (七)如有任何疑問請電詢公會林和男 07-2212588。 

活動          

廿二、主旨：轉知台灣安斯泰來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 111 年度獎助金申請，請  查照。 

        說明：(一)受理申請時間：110 年 7月 1 日起至 8月 31日止正式受理申請。 

              (二)欲索取該基金會獎助金之規定申請表格者，請直接與莊秘書連繫。 

                  電話：（02）2507-5799轉分機 352 莊秘書  E-mail：doris.chuang@astellas.com 

              (三)該獎學金申請之公告業刊登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會務動態中，請會員 

                  自行下載參考。 

廿三、主旨：轉知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即日起受理 2022年度獎學金申請，有意願之會 

               員請於 110 年 9月 15 日前完成網站申請並將資料寄至協辦單位國際聯合旅行社，請  查照。 

        說明：(一)受理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9 月 15 日止，逾期不受理。 

              (二)申請文件：候選人請向武田獎學金提名委員會聯絡人申請帳號，再至獎學金網站 

(http://schol.takeda-sci.or.jp/fmi/webd/TK_SCI)填寫完整申請資料，並請提供完整 

之中、英文履歷表及英文研究計畫書(含研究動機及目的)、研修許可證影本及醫院院長推 

薦函。武田獎學金提名委員會聯絡人李佩芝小姐，連絡電話:02-25213435分機 132；聯絡 

信箱：reneeli@tnupacktou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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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10.8.10.(110)高市醫會總字第 368.-379.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議經濟部考量國內疫情持續嚴峻，對醫療院所之電費減免應持續 

            ，現經衛生福利部認定醫療機構及醫事機構適用級距 2，為減免電費 30%，適用期間自 110 年 5 

            月 1日起至 110 年 7月 31 日止，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10.7.29.全醫聯字第 1100000965號函辦理。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 110年 7月 27日衛部醫字第 1101664979 函重點略以：衛福部認定醫療機構 

                及醫事機構（計約 37,000 家）適用級距 2，為減免電費 30%，適用期間自 110年 5月 1日起 

                至 110年 7 月 31日止；後續將請各地方衛生局列冊送台電公司辦理。 

            (三)有關電費減免，各醫療院所如果去年(109)未申報或電號有新增、刪除、修改或是新成立之 

                院所，請於 110年 9月 30日前逕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醫政事務科承辦人倪嘉鴻先生聯絡 

                07-7134000*6131 辦理。 

二、主旨：轉知請各院所發現就診病患因呼吸道感染症狀或 COVID-19疑似症狀，於 14 天 

            內就醫 3次或 7 天內就醫 2 次者，請立即依轉診流程轉至本市 23 家採檢醫院，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8.10.高市衛醫字第 11038440600 號函辦理。 

            (二)目前 COVID-19疫情降為二級警戒，預期社區民眾移動頻率增加，社交活動活絡，恐增加 

                COVID-19 感染風險，爰請各院所應加強 TOCC問診、病人分流管控、曾出入高風險地區的員 

                工加強自主健康管理等防疫措施。若發現就診病患因呼吸道感染症狀或 COVID-19疑似症狀 

                ，於 14天內就醫 3次或 7天內就醫 2 次者(含同住者有呼吸道症狀及高風險患者），請務必 

                立即依轉診流程開立轉診單，轉至本市 23 家採檢醫院進行採檢確認，另醫院如遇相關接觸 

                史及活動史病患時，建請引導至戶外防疫門診看診及採檢。 

(三)衛生局將不定期進行稽查轉診狀況，請各院所務必配合辦理。病患經轉診採檢後確診，轉診 

    醫療院所每案可得 1萬元通報獎勵，如未依規定通報，得依傳染病防治法予以查處。 

三、主旨：轉知「高雄市醫院及診所自費 COVID-19 抗原快篩指引」，詳如說明，請  查 

            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7.15.高市衛醫字第 11037132300 號函辦理。 

            (二)鑑於國內疫情進入社區流行階段，為擴大基層醫療服務防疫量能，開放基層醫療院所提供抗 

                原快篩服務，擴充採檢量能及提高民眾採檢可近性，以及早發掘社區陽性個案，加速阻斷潛 

                在社區傳播鏈，爰訂定旨揭抗原快篩指引。  

            (三)有意願執行自費抗原快篩之醫療院所請參閱「高雄市醫院及診所自費 COVID-19 抗原快篩指 

                引」、「高雄市 COVID-19快篩採檢個案處置流程」、抗原快篩檢驗報告健保卡資料上傳作業 

                ，並填列「高雄市醫院及診所自費 COVID-19抗原快篩自我查檢表一醫院、診所及衛生局審 

                查表」，檢附相關書面資料函送衛生局憑辦，審查結果將再函復各醫療院所。相關資料已置 

                於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網頁(http://khd.kcg.gov.tw/）最新消息公告，請自行下載。 

四、主旨：轉知有關全國醫療機構，經各縣市衛生局指定後，得免提報通訊診察治療實施 

            計劃，以通訊方式診察治療門診病人之期間，為應減少疫情期間人流移動，自即日起修正為延長 

            至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日為止，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7.27.高市衛醫字第 11037676200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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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旨：轉知「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第 

            二點、第四點修正規定、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並自 110 年 5 月 1日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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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7.21.高市衛醫字第 11003312400 號函辦理。 

            (二)本要點修正後之各項申請作業須知將陸續發布，相關資訊及諮詢窗口請至衛生福利部網站首 

                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專區/紓困補償措施項下查詢，各項申請細項之諮詢窗口如下：  

              1.醫事人員津貼：02-85906666轉 7322、7390 或 7396。  

              2.醫療機構獎勵費用：02-85906666轉 7342、7321、7390或 7397。 

              3.遠距諮詢獎勵：02-85906666轉 7358。  

              4.醫療機構採檢、轉檢及通報獎勵：02-23959825 轉 3871。 

              5.醫院之正壓手術室指標獎勵：02-23959825 轉 3871。 

六、主旨：轉知有關醫事機構人員接種公費 COVID-19疫苗及造冊事宜，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7.21.高市衛疾管字第 11036914200號函辦理。 

(二)依指揮中心訂定之「110年度 COVID-19疫苗接種計畫」，COVID-19疫苗公費對象包含醫事機 

構內之醫事人員、非醫事人員、實習生及經各院所/機構認定之合約外包人員、衛生保健志 

工等。  

(三)承上，爰請各院所再次檢視所屬人員是否有尚未完成 COVID-19疫苗接種者，並附件格式協 

    助造冊後，提報轄區衛生所匯入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系統(NIIS)，俾利資料之補正及更新 

，及儘速安排疫苗接種。並請儘速透過本市 22家合約院所網站(https://reur1.cc/xGW7Qz) 

預約完成疫苗接種。 

七、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函知，因應本(110)年 7月 1 日實施之擴大孕婦產 

            前健康檢查服務，續搭配產前健康檢查提供孕婦愛滋病毒(HIV)檢驗服務，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10.7.9.全醫聯字第 1100000877 號函辦理。 

(二)自本年 7月 1日起國民健康署擴大孕婦產前健康檢查服務(簡稱產檢)次數，雖原孕婦健康手 

    冊之提示為妊娠第 1期第 1次及妊娠第 3期第 5次提供 HIV 檢查，新版孕婦產檢加值手冊之 

    提示則為妊娠第 1期第 2 次及妊娠第 3期第 8 次提供 HIV 檢查，惟為預防母子垂直感染，實 

    際上請儘早於提供孕婦產檢時提供 HIV檢查，懷孕期間如經評估有 HIV感染風險時，不論產 

    檢期次，皆得再提供 HIV 檢查服務，衛福部疾管署未限定可進行之期次，HIV 檢驗費用由衛 

    福部疾管署以全民健康保險代收代付方式給付。  

(三)有關「孕產婦愛滋篩檢作業流程」、「孕產婦疑似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報告單」、「衛生福利 

                部法定傳染病醫療服務費用支付作業規範」、相關問答集等資訊，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 

                文發佈中下載參考(http://www.doctor.org.tw)。 

八、主旨：轉知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邦產險)提供之疫苗險電子保單查 

            詢網址及操作步驟，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10.8.3.高市衛人字第 11038067800 號函辦理。 

      (二)富邦產險為使各被保險人得自行查閱疫苗險投保內容，茲提供旨揭資料供參，各被保險人得 

     於註冊會員後進入查詢並下載保單，電子保單「文件開放密碼」為「760116O4」。 

(三)富邦產物保險疫苗險查詢網址：http://b2c.518fb.com/FubonCMS/ 

(四)操作步驟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 

 

 

 

                                                                                         P7 

http://www.doctor.org.tw/
https://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9726
https://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9705
https://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9743


                                                                                                 110.8.10 

九、主旨：轉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因應全國疫情趨緩，自 110年 

            7 月 15 日起適度調整部分醫療應變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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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21.全醫聯字第 1100000924 號函辦理。 

十、主旨：轉知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知有關新增「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接觸和疑似暴露」等 3 項 ICD-10-CM 代碼，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10.7.6.全醫聯字第 1100000851 號函辦理。 

(二)為應 COVID-19疫情及臨床診斷編碼需求，中央健保署於 110年 4月 22日同意新增 ICD-10-CM 

    代碼 U07.1「確認 COVID-19病毒感染」在案，原訂費用年月 110年 6月生效，考量疫情升溫， 

    提前至費用年月 110年 5 月生效。 

            (三)考量社團法人台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建議增列之診斷碼，有利了解病人對 COVID-19 接觸、 

    暴露及病史資料，且有助於未來健保資料分析，爰同意新增三項 ICD-10-CM代碼，並溯自費 

    用年月 110 年 5 月起生效： 

              1.Z20.822：COVID-19之接觸和疑似暴露(Contact withand (suspected) exposure to  

    COVID-19)。  

              2.Z11.52：來院接受 COVID-19之篩檢(Encounter for screening for COVID-19)。 

              3.Z86.16：COVID-19 之個人史(Personal history of COVID-19)。  

            (四)有關 COVID-19個案隔離治療、檢驗等相關費用支付應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公告規定辦理。 

十一、主旨：轉知為使醫師能以病人立場，就快篩服務等相關事項進行解釋，全聯會製作 

             「診所申請及執行 COVID-19抗原快篩服務 Q&A」，供會員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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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10.7.15.全醫聯字第 1100000903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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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健保用藥異動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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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23.全醫聯字第 1100000940號函及 110.8.3.全醫聯字第 1100000981 號函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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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轄 區 衛 生 所 電 費 減 免 電 話  
 

衛生所 承辦人 電話 

小港 何幸玲 8218802#23 

左營 蔡麗淑 5817191#16 

三民 

(鼎山街) 
趙忠擎 3820492#36 

三民二 丁素珠 2154156#212 

新興 邱曉萍 2294121#33 

前金、鹽埕 戴心瑤 2294121#34 

前鎮 陳姿月 8414687#23 

苓雅 林佳怡 5360559#35 

楠梓 蔡政良 3512110#105 

鼓山 張建蕾 5315753#224 

旗津 吳淑女 57128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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