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11.10.(106)高市醫會總字第 504.-520.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疾病管制署新版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NIIS-II)建置醫療院所預 

            防接種紀錄查詢子系統，請會員多加運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10.11.高市衛疾管字第 10737739200 號函辦理。 

(二)為利醫療院所查詢個案疫苗接種紀錄及疾病免疫狀況，疾管署新建旨揭查詢子系統，請會員 

    可以下列網址連通方式使用： 

              1.透過健保 VPN 網路(https://10.241.219.42) 

2.使用其他網路(https://hiqs.cdc.gov.tw) 

            (三)有關該查詢子系統操作手冊，內含操作流程、使用與連線注意事項等操作說明置於疾管署全 

                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專業版首頁/通報與檢驗/傳染病通報系統/醫療院所預 

                防接種紀錄查詢子系統），供院所下載使用。醫療院所如有疑難可洽請其硬體或系統廠商協助 

                設定，如仍有相關疑問，可電洽 NIIS-II客服(02-2395-6966*5123）或電郵客服信箱 

                (niis@hyweb.com.tw)協助處理。 

二、主旨：轉知請會員落實「亞培原味安素」等 6 件產品，預防性下架後之產品管理，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10.23.高市衛食字第 10738128300 號函辦理。 

            (二)有關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販售「亞培原味安素」、「腎補納」、「普寧勝」、「管灌 

                安素」、「健力體」、「愛美力 HN1)」等 6件產品預防性下架，請會員落實下架後產品管理，避 

                免流入市售。 

三、主旨：轉知「預立醫療決定書」、「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詢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法」及 

            「病人自主權利法施行細則」，業經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0 月 3 日發布，詳細內容可至該部全球資 

            訊網站（http://www.mohw.gov.tw）/公告訊息及法令規章網頁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10.4.高市衛醫字第 10737585900 號函辦理。 

四、主旨：轉知「精卵捐贈親屬關係查證辨法」修正條文，業經衛生福利部與內政部於 107 

            年 10 月 5 日會同修正發布，詳細之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可至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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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1.全醫聯字第 1070001404 號函辦理。 

五、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衛生福利部未成年雙性人之醫療矯正手術共同性建議原 

            則』，並自即日生效；及未成年雙性人之醫療矯正手術轉介建議醫院名單，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7 

            年 10 月 11 日以衛部醫字第 1071666098 號公告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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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9.全醫聯字第 1070001988 號函辦理。 

六、主旨：轉知勞動部公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 9所定特殊體格(健康)檢查之記錄格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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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8.全醫聯字第 1070001979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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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議考選部就各職類醫事人員考選穩定性應通盤檢討，包括及格率 

            與各考科難易度，並可參考西醫師或牙醫師等醫事人員考選數據再行合理規劃案，考選部回復情 

            形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10.19.全醫聯字第 1070001411 號函辦理。 

            (二)考選部配合醫事校院學生畢業時間，每年於 6、7月間舉辦各類醫事人員考試(稱為第二次考 

                試），以利畢業生儘快取得執業資格為民眾提供醫事專業服務；翌年 1、2月間再增辦一次考 

                試(稱為第一次考試)，讓未通過考試者每年有二次機會應試，有效補足整體社會對於醫事人 

                力之需求。如以每年 2 次考試及格人數合計，最近 10 年的醫師、牙醫師、藥師、護理師、物 

                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每年考試及格人數均相對穩定。 

            (三)另考選部 105 年 9 月間為通盤檢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方式，曾函請各職業主管機 

                關提供意見，依衛生福利部函復意見，相關醫事人員類科職場現況及未來 5年市場人力需求 

                部分，護理人力需求仍呈現成長趨勢，護理人員培育量充足，惟領證護理人員執業率偏低， 

                執業護理人員流失率高，致執業護理人力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呈現人力短缺的現象，建議調 

                整及格方式；其餘醫事人員類科維持現況，無須調整。  

            (四)醫事人員依法執行醫療業務，負責國人之健康安全，為確保專業能力，除要求必須通過專業 

                養成教育，也必須通過國家考試的專業知能衡鑑，各醫事人員考試類科一年二次的考試結果 

                ，近年來均呈現穩定狀態。有關全聯會發現相關醫事人員人力不足，診所面臨聘請醫事人員 

                不易之困境一節，確屬應予重視之問題，建請向職業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反映，俾根據職業 

                主管機關之客觀評估意見，由教育主管機關加強各醫事類專業養成教育，考選部亦當配合會 

                同各領域專家學者適時檢討改進考試制度，以確保我國醫事人力之專業素質及供給數量，維 

                護國人之醫療服務品質。 

八、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就生產事故救濟部分業務，已於 107 年 10 月 4日以衛部醫字第 

           1071666112 號公告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婦女健康暨泌尿基金會辦理在案（期間：107 年 10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請會員逕至該部「生產事故救濟」專區（查詢路徑：衛生福利部首頁 http://www. 

           mohw.gov.tw＞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醫事司＞宣傳訊息）查閱前揭公告，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7.10.19.全醫聯字第 1070001394 號函辦理。 

九、主旨：轉知「SGLT2 抑制劑類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業已發布於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網站，請會員注意，以保障病人用藥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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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5.全醫聯字第 107000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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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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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 107 年度「醫師滿意度調查」即將開始，請會員如有收到 

            前項邀請函，請惠予撥冗填復問卷，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10.5.全醫聯字第 1070001365 號函辦理。 

            (二)有關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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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 

                係以郵寄邀請函，採不記名方式上網填答、或掃描 QRcode 直接進行問卷填答。 

十一、主旨：轉知原訂將於 107 年 12 月 1日取消健保給付之特材品項「”泰爾茂”諦思迪 

               迅導引套」特材品項代碼：CMVO2DEF68TM，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確認更正為不予取 

   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10.18.高市衛藥字第 10737979600 號函辦理。 

              (二)旨揭特材之醫療器材許可證「衛部醫器輸字第 025221 號」申請展延中，故同意保留本特材 

                  品項代碼。 

繼續教育課程  

十二、主旨：本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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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高雄市診所協會舉辦「高血壓治療新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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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電話 07-5223557 報名陳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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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20 

12:30-14:30 

高血壓治療新知—The 

most potent ARB to 

help HT patients to 

achieve new goal 

張景棠主治醫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心臟內科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7/12/17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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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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7 

12:30-14:30 

超音波原理與操作技

巧 

謝明彥主治醫師- 

市立大同醫院肝膽胰內科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7/12/4 止 

107/12/13 

12:30-14:30 

Tumor markers of 

malignancies 

唐世豪主治醫師- 

市立小港醫院血液腫瘤內科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7/12/10 止 

107/12/28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

例討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長庚醫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7/12/25 止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22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23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24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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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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5 

12:30-14:30 

節稅講座- 

主題：市場動態及展望 

呂旭星資深襄理- 

玉山銀行財富處 

即日起至 

107/11/30 止 

107/12/19 

12:30-14:30 

音樂欣賞講座- 

主題：北國風情畫-四季 
黃馨霈鋼琴博士 

即日起至 

107/12/14 止 

 

十五、主旨：本會訂於 107 年 12 月 15 日(六)辦理「壯大基層-診所經營管理」研討會， 

            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研討會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二)主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高雄市診所協會、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高雄市健保診所協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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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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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議程如下： 

時  間 主  題 主講人 

12:00-12:40 報  到 

12:40-12:50 開場致詞、貴賓致詞 王欽程理事長 

12:50-13:10 由健保申報統計資料看基層診所的現況 林立人組長/中央健保署高屏業務組  

13:10-13:30 基層診所經營的困境 王欽程理事長 

13:30-14:00 由賽局理論談診所經營管理 吳基逞教授/中山大學企管系  

14:00-14:15 經驗分享(1)-單人診所 黃群峰醫師/小太陽診所  

14:15-14:30 經驗分享(2)-聯合診所、連鎖診所 潘志勤醫師/上明眼科診所  

14:30-14:45 經驗分享(3)-智慧診所 黃千芬董事長/健康力(股)公司  

14:45-15:15 診所經營困境的解決之道 蔡昌學醫師/蔡昌學復健科診所  

15:15-15:30 綜合討論 

王欽程理事長   曾貴海國策顧問 
林立人組長     吳基逞教授 
黃群峰醫師     潘志勤醫師 
黃千芬董事長   蔡昌學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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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主旨：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本會訂於 107 年 12 月 8日舉辦「杏林春暖ㆍ捐血 

              救人公益活動」，敬請會員踴躍響應愛心捐血並廣邀社會大眾及親友一同挽袖捐獻 

              熱血，幫助需要的病患，屆時請攜帶身分證參與捐血活動。 

       說明：(一)捐血時間：107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二)捐血地點：捷運三民捐血室(捷運後驛站地下層 2 號出口處) 

             (三)捐血者贈品：池上米或 7-11 禮券(二選一)計 170 份，送完為止。 

                1.捐一袋 250c.c.贈品一份，捐二袋 500c.c.品二份。 

                2.捐血者需年齡滿 17 歲以上，65 歲以下。 

 

 

 

 

 

十七、主旨：為增進會員間之情誼，本會訂於 107 年 12 月 16 日舉辦『歲末聯歡會』 

，歡迎會員親臨及攜眷共襄盛舉，請踴躍報名參加。(海灘休閒風) 

☞說明：(一)晚會時間：10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 

                    下午 4:00 ~       報到 

                         4:30 ~ 5:45  戶外-海邊欣賞 Band 演奏、演唱 

                         6:00 ~ 8:00  準時開席用餐 

                         8:00 ~       期待再相會 

(二)晚會地點：西子灣沙灘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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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因會場附近交通頻繁，請會員共乘及多多利用大眾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會場。 

                 自行開車前往者，請先至西子灣沙灘會館索取停車優惠券(免費)，再進入停車場 

                 停車。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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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11.10.(106)高市醫會總字第 521.-527.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為順展本市傳染病群聚疫情調查，請醫師協助填寫就醫回條，詳如說明段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10.8.高市衛疾管字第 10737623100 號函辦理。 

            (二)今(107)年本市類流感/上呼吸道感染、腹瀉、水痘疑似群聚事件已累計 187 件，惟疫情調查 

                時發病個案往往無法提供正確之就醫診斷，增加衛生單位研判流行病學相關性之困難度。 

            (三)為順展防疫判讀效率，衛生局將另函請學校、托嬰中心、人口密集機構等易發生群聚感染之 

                高風險場域，若受照顧者出現症狀時應協助就醫，同時攜帶「高雄市人口密集機構等群聚感 

                染高風險場域就醫回條」至醫療院所由醫師協助填寫，以便學校與機構於群聚發生第一時間 

                即可提供正確之就醫診斷，俾利衛生單位釐清致病原並執行適當之防疫措施，以有效遏止疫 

                情蔓延。 

            (四)有關高雄市「人口密集機構等群聚感染高風險場域就醫回條」樣式可至本會本會網站/重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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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旨：轉知因應每年 10 月至隔年 3月流感高峰期，為提升本市防疫量能，高雄市政 

            府衛生局爰增加本市 108 年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醫療院所，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10.18.高市衛疾管字第 10737886800 號函辦理。 

            (二)108 年新增之「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醫療院所」及原 107 年合約院所（續約），簽訂合約 

                期間自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如有意願簽約之院所請於 107 年 12 月 10 日前 

                與暇區衛生所聯繫。 

            (三)有關合約書及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院所簽約、藥物使用、配置及管理原則注意事項等之 

                相關資訊，公布於衛生局流感防治專區網頁（網址：https://goo.gl/P2WwQx)，請逕自下載 

參閱。 

三、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修訂「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條文，業 

            經該部於 107 年 9 月 19 日以衛部保字第 1071260410 號令修正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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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5.全醫聯字第 1070001323 號函辦理。 

四、主旨：轉知「細胞治療技術審查費收費標準」，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 

            以衛部醫字第 1071666475 號令修正發布，其詳細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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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9.全醫聯字第 1070002008 號函辦理。 

五、主旨：轉知全聯會函文衛生福利部，就公立醫療機構全面免收掛號費提出相關建議案 

            ，中央健康保險署函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10.9.全醫聯字第 1070001392 號函辦理。 
             (二)全聯會建議函中有關「免收取部分負擔之對象應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及相關法規所訂之收取 
                 規範，不得全面免收部分負擔以免違法」一節，中央健保署說明如下： 
               1.現行因特殊身分免除部分負擔者，包括： 
               (1)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同法施行細則所訂之對象。  
               (2)其他中央各級機關自行訂定補助業管之對象。  
               (3)各級機關補助業管對象，屬他機關之權限，非中央健保署業務權責範圍，上開對象皆依相 
                  關規定辦理。 
               2.考量使用者付費之財務公平性，中央健保署現況並無放寬全面免收取部分負擔之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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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旨：轉知請會員若於 108 年 1 月 1 日前已施行「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 

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第 23 條各款手術達 30 例以上之醫師，有意依該辦法第 29 條申請全聯會發 
給證明者，宜著手收集準備手術相關資料，並請留意全聯會網站後續公告申請作業規範，請  查 
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10.19.全醫聯字第 1070002017 號函辦理。 
            (二)查「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下稱特管辦法），業經衛生福利 
                部於 107 年 9 月 6 日修正發布施行。特管辦法第 29 條規定重點略以： 
              1.108 年 1 月 1 日前已施行第 23 條各款手術達 30 例以上之醫師，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 
                專科醫學會、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發給之證明者，不受第 24 條資格、條件規定之限制； 
              2.已施行第 23 條各款手術，但不符合第 24 條至第 26 條資格之一者，應自該辦法 107 年 9 月 6 
                日修正發布之日起 6個月內補正資格、條件後，依第 4條規定申請登記。 
            (三)特管辦法第 23 條特定美容醫學手術包括： 
              1.削骨。  2.中臉部、全臉部拉皮（full face lift)。 
              3.單次脂肪抽出量達一千五百毫升或單次脂肪及體液總抽出量達五千毫升。 
              4.腹部整形（abdominoplasty)。  5.鼻整形。  6.義乳植入之乳房整形。  7.全身拉皮手術。 
            (四)爰建請會員，若於 108 年 1 月 1 日前已施行前揭各款手術達 30 例以上之醫師，有意依特管 
                辦法第 29 條申請全聯會證明者，宜考量資格、條件補正期間，適時著手收集已施行之手術 
                相關資料，至少包括「病歷、手術紀錄（需有醫師簽名）及病人手術同意書」等文件及資料 
                ；並請留意全聯會網站（http://www.tma.tw)，後續全聯會將公告申請作業規範，俾便有意 
                申請證明之醫師會員遵循利用。 

七、主旨：有關本會辦理由三商美邦人壽承保之會員及員工意外險團體保險續保事宜，詳

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參加本會辦理三商美邦人壽投保意外險團體保險之會員及員工，合約至 107 年 10 月 13 日起

陸續到期，詳細團保費率及保單內容如下附表。 

   (二)聯絡人：三商美邦人壽襄理謝一鴻先生 0933341797 或襄理黃伸得先生 0933321979。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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