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6.11.10.(106)高市醫會總字第 518.-535.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修正之「性傳染病、急性病毒性肝炎或藥癮病患全面篩檢愛滋病毒計畫」 

            ，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10.24.高市衛疾管字第 10637948200 號函辦理。 

            (二)本次修正內容主要係將急性病毒性肝炎中有較高機率同時感染愛滋病毒之類型（A、B 及 C 型） 

                納入本項篩檢計畫，並自本（106）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  

(三)急性病毒性 B 型肝炎（簡稱 HBV)、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簡稱 HCV)主要是經由血液或體液

交換傳播，包括不安全性行為及共用針具等方式，與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簡稱 HIV）傳染途徑相 

同；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簡稱 HAV）主要經糞口途徑傳播，亦可以透過性接觸造成感染。

上開傳染途徑顯示 HAV、HBV、HCV 與 HIV 感染存在共病風險，爰此類患者篩檢愛滋病毒有

較高機率出現陽性結果。 

            (四)世界衛生組識(WHO)指出，若性伴侶任何一方有性傳染病，則經由性行為感染愛滋的機率將大 

                幅增加，而國內愛滋病毒感染者目前可經由規則抗病毒藥服用而使感染者與非感染的身體健 

                康狀況無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可維持病毒量測不到，甚至可達不具感染性。因此疾管署推 

                動旨揭計畫，自 97 年執行至今，委託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代收代付辦理，愛滋篩檢費用納入「衛 

                生福利部法定傳染病醫療服務費用支付作業規範」支付之範圍，實支實付，避免醫師執行時 

                擔心因總額支付制度，而排擠其他醫療費用之疑慮，影響執行意願。 

            (五)為提高性傳染病、急性病毒性肝炎或藥癮病患篩檢愛滋病毒率，請各院所協助轉知同仁該計 

                畫內容，並請醫師於看診時若有符合診斷之病患應加強篩檢前諮詢與提供篩檢服務，並一併 

                對病患進行安全性行為衛教、伴侶回診篩檢服務及愛滋病相關知能宣導。 

            (六)篩檢對象為未成年就診者，考量篩檢之醫療行為有益於公共衛生及防疫，依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5 條之 1 第 2 項明訂，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 

                滿 20 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 

二、主旨：轉知有關全民健康保險不給付之醫療項目，醫療機構要求病患簽立自費同意書 

            乙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10.18.高市衛醫字第 10637863000 號函辦理。 

            (二)醫療機構若遇病患要求使用全民健康保險不給付之醫療項目簽立自費同意書，請勿加註「並 

                非醫療上所必需」字眼或類似詞句；另所收取之醫療費用，請參照「高雄市醫療機構收取醫 

                療費用標準表」規定辦理。  

三、主旨：轉知請會員應遵守「醫師倫理規範」第 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等條文規範， 

            以增進醫師同儕間之友善、和諧關係，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0.31.全醫聯字第 1060001650 號函辦理。 

            (二)全聯會醫師倫理規範第 3 條、第 14 條、第 15 條訂有「醫師應謹言慎行」、「醫師應彼此尊重、 

                互敬互信」、「不詆毀、重傷其他醫師，..。醫師無具體事證或正當理由，不得對其他醫師有 

                攻訐、譭謗、濫行舉發或興訟等不友善行為」等相關規範。  

            (三)為增進醫師同儕間之友善、和諧關係，請會員應遵守旨揭「醫師倫理規範」相關條文，勿在 

                公共場合或臉書等社群網站，評論其他醫師之醫療行為，若有疑義，應先直接溝通，避免產 

                生爭議或誤解；倘有參加談話性節目，宜謹言慎行，避免浮誇或有性別歧視言詞，影響醫師 

               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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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 106 年 10 月 24 日衛部醫字第 1061667358 號公告「二年期醫 

            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0.31.全醫聯字第 1060001666 號函辦理。 

            (二)旨揭計畫請至該部最新消息之公告訊息（http://www.mohw.gov.tw）或該部一年期醫師畢業 

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線上系統（https://pec.mohw.gov. w/Security/Login_pgy.aspx）下載 

參考。  

五、主旨：轉知全聯會函請衛生福利部釋示有關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 

            錄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須辦理認證「醫事人員」之疑義，該部復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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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26.全醫聯字第 1060001628 號函辦理。 

六、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新增 Emery-Dreifuss 肌失養症等 2 項罕見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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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31.全醫聯字第 1060001671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書函，「Sodium polystyrene sulfonate 成分藥品安全資 

            訊風險溝通表」業已發布於該署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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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安全資訊下載參 

            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0.3.全醫聯字第 1060001552 號函辦理。 

八、主旨：轉知疾病管制署函，鑑於國際發現新型 ST11 碳青黴烯類抗藥性高毒性肺炎克 

            雷白氏菌(ST11 CR-HvKP)，請加強落實感染管制及強化抗生素合理使用，以防範抗藥性細菌感 

            染之發生及傳播，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0.3.全醫聯字第 1060001518 號函辦理。 

            (二)疾管署訂有「抗生素管理手冊」及「預防和控制多重抗藥性微生物傳播之感管措施指引」等 

                資料，請至該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感染管制及生物 

                安全/抗生素抗藥性管理/抗微生物製劑相關管制措施項下下載參用。 

九、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106 年 9 月份藥品主動回收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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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11.全醫聯字第 10600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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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keyword=Emery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C3%C4%AA%AB%B5%B9%A5I%AD%D7%A5%BF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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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6.全醫聯字第 1060001555 號函辦理。 

十一、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自修正發

布日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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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6.全醫聯字第 1060001570 號函辦理。 

十二、主旨：轉知有關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等計畫(方案)，於巡迴

或定點醫療站經醫師開立轉診單，安排至原提供定點或巡迴醫療服務之醫院繼續接受診療，保

險對象適用轉診門診應自行負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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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26.全醫聯字第 1060001633 號函辦理。 

十三、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 106 年度「醫師滿意度調查」持續辦理中，請被抽樣會 

               員，撥冗填復前揭問卷，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0.26.全醫聯字第 1060001634 號函辦理。 

               (二)本年度「醫師滿意度調查」係委託國立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辦理，本次問卷係 

                   以郵寄方式發放，採不記名方式填答。問卷填復率增加可瞭解臨床醫師真實心聲、以利 

                   健保署修正或制定各項健保政策之參考依據。 

繼續教育課程  

十四、主旨：本會 10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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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06/12/8 
12:30-14:30 

小兒骨科常見疾病 
張維齡主任- 
高雄榮民總醫院骨科 

即日起至 
106/12/5 止 

小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106/12/15 

13:00-14:30 

居家醫療照護推廣及申報

實務暨重複用藥管理方案 
中央健保署高業務組 

即日起至 

106/12/12 止 

1.無積分 

2.如醫師無法出席， 

  得請申報人員與會。 

不供餐 

106/12/21 
12:30-14:30 

What’s new in urology? 
林鴻裕主治醫師- 

義大醫院泌尿科 

即日起至 
106/12/18 止 

醫師性別議題  

106/12/29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討

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長庚兒
童醫院 

即日起至 
106/12/26 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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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C3%C4%AA%AB%B5%B9%A5I%AD%D7%A5%BF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559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608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377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378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379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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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主旨：轉知全聯會舉辦「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98》預防暴力事件與因應」 

               ，將透過視訊會議方式與北、中、南區同步進行，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視訊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13:30-16:00 ＊請事先報名＊ 

               (二)視訊地點：1.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啟川六樓第一講堂(名額 300 名) 

2.健仁醫院 6 樓第一教室(名額 40 名) 

3.阮綜合醫院門診大樓 6 樓會議室(名額 30 名)  

4.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8F 教學討論室(名額 35 名) 

(三)報名方式：網路報名：http://www.tma.tw/，名額：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四)積分：西醫師、護理人員之專業品質申請中。 

(五)詳細課程內容及報名表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課程中下載參考 

，如有疑問請電洽 02-27527286*112 郭小姐。 

十六、主旨：轉知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舉辦「高齡醫學吞嚥與急性照護新知國際

研討會」，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時間：106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09:00-16:30 

              (二)地點：高雄榮總門診大樓一樓第 5 會議室 

              (三)報名方式： 

 1.即日起至 106 年 11 月 20 日（一）中午 12:OO 止。 

 2.一律採線上報名名，名額有限，額滿即截止報名。請至高榮高齡醫學中心報名系統 

   https:i/goo.gl/aN2zjo。 

 3.報名結果將於 106 年 11 月 21 日（二）下午 17:00 公告於高榮高齡醫學中心網站首頁 

   http ://org.vghks.gov.tw/geri)，請自行上網查詢，若有疑義，請於 11 月 22 日(三) 

                  上午 10:00-12:00 來電洽詢 07-3422121*2091 高詠彥，其餘時間概不受理。 

              (四)積分申請中：公務人員、西醫師、護理師/士、專科護理師、藥師、營養師。 

              (五)議程資訊可至高榮高齡醫學中心網頁 http://org.vghks.gov.tw/geri/中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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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康消息*** 好康消息*** 好康消息*** 

  高鐵最低 8 折起乘車兌換券，週一至週日指定車次優惠券限量提供，需要之會員請至 
  公會領取，領完為止。(*請攜帶有照片證件供核對為會員*) 
    ****憑券搭乘指定車次週一至週四可享憑券搭乘指定車次週一至週四可享憑券搭乘指定車次週一至週四可享憑券搭乘指定車次週一至週四可享 8888 折折折折，，，，週五至週日可享週五至週日可享週五至週日可享週五至週日可享 86868686 折折折折。。。。    

        ****適用期間適用期間適用期間適用期間：：：：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107107107107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日日日。 

☺搭高鐵快速購票☞「企業專屬售票窗口企業專屬售票窗口企業專屬售票窗口企業專屬售票窗口」☞☞告知「企業會員編號企業會員編號企業會員編號企業會員編號 76235246762352467623524676235246」 

，省時間又便利，請會員、眷屬多多利用！ 

http://www.tma.tw/meeting/meeting_03_info.asp?meete_id=7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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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十七、主旨：為增進會員間之情誼，本會訂於 106 年 12 月 17 日舉辦『歲末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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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晚上 6 時開始報到，6 時 30 分聯誼餐敘。 

(二)晚會地點：海寶國際飯店二樓國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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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參加之會員請於 12 月 5 日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俾便統計人數籌備訂席 

事宜。 

 

十八、主旨：本會辦理各項研習班開班時間表，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為培養會員正當休閒活動，促進會員彼此互動情誼交流，提升生活品質，本會公共關係 

福利委員會特別規劃一系列研習班如下： 

班別 上課時間/地點 費用及師資說明 

活力舞蹈班 
星期一/公會 
下午 13：00-14：30 

全新課程內容，專為初學者設計，以伸展、有氧運動為暖
身，並以活力舞蹈的方式（拉丁舞蹈、森巴舞蹈、爵士舞
蹈、熱門舞蹈等等）達到核心肌群的鍛鍊，學習舞步的同
時也有絕佳的運動效果，生動有趣! 
每堂課程皆有簡單排舞教學，非常實用，不會有進度壓力
哦! 
本期安排著名曲目，例如甜蜜蜜、流水年華等等邊唱邊跳
更熱鬧，歡迎踴躍報名。 
費用：視報名人數分攤費用(一期 12 堂) 

太極拳班 
星期一/文化中心
(和平路側門涼亭) 
下午 13：00-14：30 

師資：劉享源老師 
費用：免費 

舞蹈基礎班 
星期二/公會 
下午 13：00-14：30 

師資：黃新仁老師    
課程：倫巴、恰恰 
費用：視報名人數分攤費用(一期 12 堂) 

(二)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俟報名截止後再另行個別通知俟報名截止後再另行個別通知俟報名截止後再另行個別通知俟報名截止後再另行個別通知。。。。                

(三)報名對象：會員及眷屬。 

(四)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28 日止。 

(五)研習期間以本會活動或各項會議為優先，如遇撞期必須暫停。 
 

理事長 王王王王    欽欽欽欽    程程程程 

 

 

 

 

P5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6.11.10.(106)高市醫會總字第 536.-545.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有關複製病歷是否需進診間經醫師同意一案，請會員依說明段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10.16.高市衛醫字第 1063770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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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立法之目的係為尊重 

                病人對病情資訊瞭解之權利，爰明定醫療機構應依病人要求，提供病歷複製本之義務。另鑑 

                於醫療機構之規模及管理不同，醫療機構得自行訂定索取病歷複製本之申請流程，惟仍應以 

                便民為原則，不得任意增加申請限制。  

            (三)倘醫療機構要求病人需進診間經原診治醫師同意並審視病歷後才能提供病歷複製本，並未見 

                合理之理由，仍應請醫療機構儘速提供，否則已涉違反醫療法第 71 條之規定。 

二、主旨：轉知腸病毒正處於流行期，請第一線臨床醫護人員把握黃金治療時期，給予個 

            案妥適的醫療照護，以降低重症死亡之風險，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10.6.高市衛疾管字第 10637584100 號函辦理。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顯示，第 39 週（9/24-9/30)全國腸病毒門診及急診資 

                 料就診人次累計 16,951 人次，全國 22 縣市已有 16 個縣市進入流行水位，截至目前共計 9 

                 例腸病毒併發重症確診個案，且近期社區仍有腸病毒 71 型輕症病例發生，顯見疫情正處流 

                 行期尚未趨緩，醫療院所應提高警覺，強化診療技能及轉診機制。 

             (三)因應腸病毒疫情避免併發重症個案發生，籲請第一線臨床醫師於診治腸病毒感染患者時，應 

                 特別留意如出現：肌躍型抽搐、意識不清、嗜睡、活力動力下降、嘔吐、呼吸喘或心跳加快 

                 等腸病毒重症前兆時，應即時轉往高雄市腸病毒重症責任醫院，確實掌握後送診治黃金期， 

                 使患者獲得良好妥適之醫療照護。 

             (四)另檢附「簡化版腸病毒防治懶人包」衛教宣導資料，各醫療院所可利用網頁、臉書、診間公 

                 佈欄、電子 LED 看板及跑馬燈等多元化方式廣為宣導運用，另亦可逕至衛生局腸病毒防治專 

                 區（http://khd.kcg.gov.tw/Main. aspx?sn=1173&mt=14&gs=19938）下載「腸病毒防治懶 

                 人包」、「腸病毒病程管理」、「擊退腸病毒之一日攻略」及相關衛教素材使用，以強化民眾對 

                 腸病毒防治之概念，共同保障市民健康。 

             (五)有關「高雄市腸病毒重症責任醫院」及「簡化版腸病毒防治懶人包」衛教宣導資料請至本 

                 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 

三、主旨：轉知為強化落實愛滋預防工作，高雄市與疾管署共同辦理「106 年在家愛滋病 

            毒唾液篩檢計畫」，請各醫療院所協助公告宣導所屬週知，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9.26.高市衛疾管字第 10637289100 號函辦理。 

            (二)旨揭計畫之唾液篩檢試劑方便快速又安全，可自行操作、具備隱私，深獲市民好評。為提升 

                市民健康意識、了解自身健康狀況，鼓勵篩檢愛自己，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同時避免因延遲 

                診斷而導致死亡，請各醫療院所協助廣為宣傳。 

            (三)本案活動期間自即日起至 12 月 15 日（或試劑發放完畢為止），民眾可至本市試劑提供地點 

                支付 200 元取得試劑，完成篩檢後，在本（106）年 12 月 25 日前至活動網頁登錄結果後， 

                後續將由疾管署委託民間單位進行全額退費。 

            (四)試劑發放地點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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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旨：轉知有關製造用於製備高濃度血小板血漿（PRP）之醫療器材產品組合包，應 

            符合藥事法相關規範，請會員配合辦理以免觸法，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10.19.高市衛藥字第 10637800600 號函辦理。 

            (二)鑒於近期製造用於製備高濃度血小板血漿（以下簡稱 PRP)之醫療器材產品組合包，涉及違反 

                藥事法規定事件頻傳，爰發函重申相關規定，避免違規情事之發生。 

            (三)依據藥事法第 40 條規定，製造、輸入醫療器材，應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經核 

                准發給醫療器材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同法第 84 條規定，未經核准擅自製造或輸入醫 

                療器材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明知為前項之醫療器材 

                而販賣、供應、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依前項規定處罰之。因過失 

                犯前項之罪者，處 6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次依藥物製造業 

                者檢查辦法第 2 條規定，應實施檢查之藥物製造業者，包括兼作藥物標示及與分裝或包裝藥 

                物有關之業者，故醫療器材之包裝、貼標均屬製造過程之一部，屬醫療器材之製造行為，合 

                先敘明。  

            (四)倘廠商將多項醫療器材逕行組合包裝為醫療器材套組，並加貼標籤，以供製備 PRP 等特定醫 

                療用途使用，其包裝、貼標屬醫療器材之製造行為，應申請取得組合包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後， 

                始得製造，否則涉違反前揭藥事法規定。  

(五)復因醫療器材種類及製程態樣複雜，前例以外之其他包裝、貼標製造行為，尚不排除亦涉前 

述藥事法規定之違反，爰應視個案具體情狀而定。 

(六)請各醫療院所於採購時應選擇合法之產品，以保障民眾健康安全。 

五、主旨：轉知各醫療院所及相關醫事人員請使用合法醫療器材軟體，以保障病患權益，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10.2.高市衛藥字第 10637275100 號函辦理。 

            (二)因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各種類似醫療器材產品層出不窮，凡符合藥事法第 13 條「醫療器材」 

                定義之醫用軟體，如：「手術導航/計畫軟體」（可加工、處理醫學影像檢查儀器產生之資料， 

                以模擬手術結果、手術操作過程、決策支援或計算手術過程所需參數等具輔助治療功能者） 

                或「植牙計畫軟體」（可處理由影像診斷設備產生之影像，據以模擬、評估植牙治療之醫用 

                軟體）等均屬醫療器材軟體。 

            (三)近日甫接獲多起民眾檢舉，醫事機構疑涉使用未經核准之醫療器材軟體案件，惟依藥事法第 

                40 條規定，凡製造或輸入醫療器材，應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申請藥物查驗登記，並取得衛生 

                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如未經核准擅自製造或輸入醫療器材，依同法第 84 條規定，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下罰金；明知為前項之醫療器材而販賣、 

                供應、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依第 84 條規定處罰之。 

            (四)依前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3 月 22 日衛署醫字第 1000200786 號函略以，「查藥事法第 4 條規 

                定，本法所稱藥物，係指藥品及醫療器材。次查醫師法第 28 條之 4 第 2 款規定，醫師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用之藥物，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得併處限制執 

                業範圍、停業處分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醫師證 

                書；另依醫療法第 108 條規定醫療機構，如有使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用之藥物者，處 

                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緩，並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 

                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處 1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五)醫療院所於購買前述產品時，應確認產品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如“衛部（署）醫器 

    輸、衛部（署）醫器製等字樣，才是經核准之合法醫療器材。 

六、主旨：轉知有關勞動部回應立法委員邱泰源辦公室 106 年 8 月 22 日召開「勞基法新 

            制施行後對醫療照護影響暨因應公聽會」與會者之訴求乙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9.28.高市衛醫字第 10637303600 號函辦理。 

            (二)勞動部回復說明請至衛生局網頁(http://khd.kcg.gov.tw/）服務專區/便民服務/書表下載/ 

                醫政事務科/)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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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旨：轉知疾病管制署新增「輸液/注射藥劑準備與施打作業常見錯誤樣態」1 份， 

            已公布於該署全球資訊網，請各院所自行下載參考使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9.11.高市衛疾管字第 10636783800 號函辦理。 

            (二)疾病管制署參考國際間相關工具與教材，及彙整醫療機構執行安全注射常見之錯誤樣態，並 

                經徵詢傳染病防治諮詢會「感染控制組」委員意見後，完成旨揭安全注射行為宣導資料，以 

                提供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具備正確的針劑注射作業觀念，並參考內化於臨床實務流程中。 

            (三)前項「輸液/注射藥劑準備與施打作業常見錯誤樣態」，已掛置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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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防護措施項下，請各院所自行下載參考使用。 

八、主旨：轉知國民健康署函送「如何自我保護，減少 PM2.5 暴露」衛教單張及衛教資料 

            ，請各院所加強宣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0.3.全醫聯字第 1060001515 號函辦理。 

            (二)國健署網站設置「細懸浮微粒(PM2.5）之健康自我保護專區」，提供細懸浮微粒相關資訊及衛 

                教單張，可逕行(https://www.hp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441)下載參閱。 

九、主旨：轉知原訂請基層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含西、中、牙、交付機構)自 106 年 10 月 

            起申報支付標準 01024C 等 163 項醫令應填報執行時間起迄等乙案，考量實質效益調整為 23 項， 

            並自 106 年 12 月（費用年月）起實施，請各院所機構配合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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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全聯會 106.10.6.全醫聯字第 1060001562 號函辦理。 

            (二)旨揭 23 項之診療項目之「執行時間一起」、「執行時間一迄」、「執行醫事人員代號」依下列情 

                形填報：  

              1.就醫日期與執行日期不同者，應填報實際執行之日期（年月日）。  

              2.執行醫事人員非原醫囑（開單）醫師時，應填報實際執行之醫師身分證統一編號。  

              3.上述「執行時間一起」、「執行時間一迄」欄位未填列者，該診療項目即為就醫當日執行； 

                「執行醫事人員代號」欄位未填列者，該診療項目即為申報清單之「診治醫事人員代號」 

                醫師執行。 

十、主旨：轉知近期健保相關重要業務訊息 2 項，其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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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一)依據 106.10.18 中央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E-mail 辦理。 

            (二)重要業務訊息 2 項如下： 

              1.「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說明」-106/09/14 修訂版。 

              2.投保單位補充保費繳納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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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1.10.(106)高市醫會總字第 546.547.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參考原則」，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10 月 

3 日以衛部醫字第 1061667283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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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16.全醫聯字第 1060001575 號函辦理。 

二、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為按「施行器官摘取移植手術核定及管理辦法」，重新申請器 

            官摘取移植手術醫院與醫師資格，補充說明關於重新申請資格作業相關事宜，請各大移植醫院依 

            說明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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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0.31.全醫聯字第 1060001656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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