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9.10.(108)高市醫會總字第 416.-430.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依據疾病管制署資料顯示，今(108)年國內已發生多起境外移入麻疹病例 

            及後續本土傳播事件，請本市醫療院所及相關醫學會所屬會員醫師提高警覺，加強疑似個案診斷 

            通報，及時採取防治措施，避免疫情擴大，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8.7.高市衛疾管字第 10836254400號函辦理。 

      (二)依據該署監測資料顯示，今年越南、泰國及菲律賓等國之麻疹疫情嚴峻且尚未平息，國內之 

          44例境外移入麻疹病例中，即有 34例係於前開 3 個國家感染，目前適逢暑假期間，隨著國 

          人前往該等麻疹流行國家旅遊、探親等人數增加，今年 7月迄今累計已有 9例境外移入病例。 

      (三)查近期部分境外移入病例未能於就醫之第一時間被診斷疑似麻疹並通報，其中 2 例因發燒出 

          疹至門診就醫後，因症狀未改善再度前往急診，亦未能被診斷通報，導致後續需要動員醫療 

          院所及大量公共衛生人力進行接觸者追蹤及暴露後預防措施，且可能造成次波感染發生。 

      (四)為避免個案經由多次就醫仍未被診斷通報，延宕防治時機，且提高群聚感染風險，請各位會 

          員務必提高警覺，如病人具有發燒、出疹等麻疹疑似症狀，應落實「T0CC」機制，問診時請 

特別注意病人之國外旅遊史及疫苗接種史，如懷疑為麻疹個案，應儘速通報送驗，並注意後 

                續就醫動線安排，加強落實相關感染防護措施及病人衛教，以降低疾病傳播之風險。 

二、主旨：轉知為防堵境外移入登革病毒於本市社區擴散，請各院所持續加強登革熱疑似 

            個案通報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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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4.高市衛疾管字第 10836458000號函辦理。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今（108）年截至 8月 12日止，全台本土登革熱確診個案 

          數共 68 例（分別為本市 49例、台南市 18例、桃園市 1例），境外移入登革熱確診個案共 294 

          例（本市佔 46 例），以東南亞國家之印尼、越南及柬埔寨為多；境外移入屈公病共 27 例（本 

          市佔 4例），以緬甸、馬爾地夫、印尼及泰國為多，為自 2007年屈公病列入法定傳染病以來 

          同期最高；另，登革熱國際疫情部分，泰國 50,000 例、馬來西亞 74,000 例、菲律賓 116,000 

          例及越南 105,000 例，其餘登革熱高風險國家病例數均達 2,300例以上，顯示登革熱疫情於 

          國際間持續嚴峻。 

      (三)承上，經統計境外移入病例感染地皆來自於東南亞國家，以越南 13 例感染人數最多，其次為 

          印尼 10 例，其他分別為泰國、菲律賓及柬埔寨各 5例 、馬來西亞 3例、馬爾地夫、索羅門 

          群島、新加坡、斯里蘭卡及印度各 1例；今年境外移入病例數已高於去年整年度 44例，分析 

          境外移入確診個案身份別主要為國人出國旅行，如洽公、經商、讀書，約佔 43%、其次為外 

          籍(派)勞工約佔 23％及新住民與親友約佔 14%；另，本(108)年截至目前登革熱境外移入個 

          案就醫隱藏期為 2.11天，較去年高 0.32天，顯示境外移入登革病毒致本市社區疫情擴散 

          風險持續上升。 

(四)因應暑假期間國人旅遊、探親或志工服務等活動增加，籲請醫療院所醫師依據傳染病防治法 

之第 31 條規定：「醫療機構人員於病人就診時，應詢問其病史、就醫紀錄、接觸史、旅遊史 

及其他與傳染病有關之事項；病人或其家屬，應據實陳述。」診療病患時倘遇不明原因發燒 

及登革熱疑似症狀個案時，務必落實 T.0.C.C.（國內、外疫區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 

否有群聚情形）問診，並請多利用登革熱快篩 NS1 試劑協助診斷並立即通報，方能及早啟動 

相關防疫機制。 

      (五)有關登革熱通報檢驗、疫情訊息及預防方法等相關資訊請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 

          網(http://www.cdc.gov.tw）或高市衛生局全球資訊網（http://khd.kcg.gov.tw)查詢及下 

載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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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訂定「醫事憑證管理中心醫事人員行動憑證管理服務窗口作業 

            要點」，業經衛生福利部108年8月8日衛部資字第1082660339號公告，如醫事機構欲申辦醫事人員 

            行動憑證，請醫事機構向衛生福利部醫事憑證管理中心申請並依旨揭要點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8.14.高市衛醫字第 10836422501 號函辦理。 

            (二)「醫事憑證管理中心醫事人員行動憑證管理服務窗口作業要點」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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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旨：轉知為防範麻疹在醫療機構內造成群聚或傳播，請會員注意麻疹個案可能以不 

典型臨床症狀表現，以及時診斷並採取適當措施，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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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8.29.全醫聯字第 1080001056號函辦理。 

五、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修訂之「長期照護醫師意見書」格式，業經該部於108年8年 

6日以衛部顧字第1081962267號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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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8.15.全醫聯字第 1080001001 號函辦理。 

六、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Fingoli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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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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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30.全醫聯字第 108000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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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1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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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6.全醫聯字第 1080000956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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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8133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8171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8109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C3%C4%AA%AB%B5%B9%A5I%AD%D7%A5%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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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旨：轉知健保署為落實罕見疾病用藥給付於罕見疾病患者之作業事宜，詳如說明，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8.8.全醫聯字第 1080000974 號函辦理。 

            (二)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2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  

     (三)依據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第 3條第 2 項，業已明定罕見疾病藥物(以下稱罕藥)之定義；另 

         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2 條第 1項第 4 款亦規定若不符合適應症，該藥品 

         健保不予給付，惟特殊病例得以個案向保險人申請事前審查，並經核准後給付。」基於上述 

         法源依據，原則上未取得罕見疾病審查認定之病人使用主要適應症用於預防、診斷、治療罕 

         見疾病者之罕藥，健保應不予給付，惟可受理特殊病例用藥給付之專案申請，並經核准後給 

         付。  

     (四)為落實珍貴的罕藥健保資源，運用於國民健康署認定之罕見疾病患者，自 108年 9月 1 日起 

         需經國民健康署認定罕見疾病個案，始得申報罕藥。惟 108 年 9月 1日前使用罕藥並已向國 

         民健康署申請認定罕病者，若仍在認定罕病審查中，可持續用藥至認定非罕病為止。若實非 

         罕病病患，因病患病情需要，可依前揭規定，向健保署提出特殊病例用藥給付之專案申請， 

         並經核准後給付，以保障病患用藥權益。 

繼續教育課程                                                                    

九、主旨：本會 108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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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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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 

 

十、主旨：轉知全聯會舉辦「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107》主題:醫療事故爭議處理及 

            支援機制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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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9月 28日(星期六)13:30-15:30 ＊請事先報名＊ 

            (二)視訊地點：1.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8F教學討論室(名額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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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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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師專業品質、護理人員專業品質之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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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疑問請電洽全聯會 02-27527286*112 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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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申請積分類別 報名截止日 

108/10/4 
12:30-14:30 

阿茲海默症的治療現況 
楊淵韓主任-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神經科 

神經科.家醫科. 
一般科.內科. 

即日起至 
108/10/1止 

108/10/17 
12:30-14:30 

上消化道疾病之診治 
吳宜珍主治醫師- 
高醫大附設醫院內科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10/14止 

10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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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22止 

108/10/29 
12:30-14:30 

Asthma Paradoxes & 
2019GINA 

陳國俊院長- 
陳國俊小兒科診所 

兒科. 
即日起至 
108/10/24止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26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27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28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29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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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主旨：轉知全聯會辦理「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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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醫師、牙醫師、中醫師 
 (二)時間：＊同梯次 2天共 16小時全程參加＊ 

1.108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 08:20～16:40   2.108年 10月 6日(星期日) 08:30～17:1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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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共有 12 個會場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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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月 15日止(額滿為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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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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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聯絡方式：02-27527286 轉 142官小姐、或轉 123 陳小姐。 

十二、主旨：本會舉辦「提升兒少保護品質論壇」，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論壇時間：108 年 10 月 5日(星期六)14:00-18:00 ＊請事先報名＊  

              (二)論壇地點：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四樓階梯教室 
              (三)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額滿(150名)為止。  
              (四)報名方式：(1)請至高雄市醫師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課程中報名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 9月 30日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 
              (五)論壇議程： 

 

十三、主旨：本會舉辦「AI人工智慧臨床醫療應用論壇」，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論壇時間：108 年 10 月 26日(星期六)14:00-17:00 ＊請事先報名＊  

              (二)論壇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第五會議室(急診大樓 6樓) 
              (三)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額滿(150名)為止。  
              (四)報名方式：(1)請至高雄市醫師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課程中報名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 10 月 24日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 
              (五)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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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14:15-14:20 致詞 賴聰宏理事長-高雄市醫師公會 

14:20-14:35 引言:強化台灣兒少保護政策 黃璟隆教授/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兒虐議題召集人 

14:35-15:05 受虐兒童的辨識與通報實務 黃一安醫師/林口長庚醫院 

林口長庚醫院 15:05-15:35 受虐兒童實例的整合照顧經驗 吳昌騰醫師/林口長庚醫院 

林口長庚醫院 15:50-16:20 台灣現行兒少保護政策之分析 劉越萍簡任技正/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16:20-16:50 社安網在兒少保護的角色與行動 張明瑜醫師/林口長庚醫院 

林口長庚醫院 16:50-17:10 高雄地區兒少保護通報的標準流程與後續追蹤 莊美慧組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防中心 

高雄市社會局家防中心 17:10-17:30 從司法觀點淺談兒少保護案件 詹美鈴主任檢察官/高雄地方檢察署 

高雄地方檢察署 

時  間  題  目  主講人 

14:00-14:10 致詞、引言 賴聰宏理事長-高雄市醫師公會 

14:10-14:40 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許明暉教授/臺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
究所、數據處籌備處 

14:40-15:10 人工智慧臨床決策輔助系統經驗分享 陳俊佑執行長/萬芳醫院放射腫瘤科 

15:10-15:25 Break  

15:25-15:55 
Watson for Oncology 在臨床醫療上 
的運用經驗 

邱仲峯院長/臺北醫學大學臺北癌症中心 

15:55-16:25 智慧醫療科技趨勢與應用案例 郭志峰總監/緯創醫學科技 

16:25-16:45 綜合討論 
邱仲峯院長、許明暉教授 
郭志峰總監、陳俊佑執行長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05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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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主旨：轉知本會與相關團體，聯合主辦「醫療.行善.人文.分享會」，請會員踴躍

報名。 

        說明：(一)時間：109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08:30 報到，09:00-12:00 ＊請事先報名＊  

              (二)地點：慈濟功德會(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南路 50號)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10 月 17 日止。課程費用：免費 

              (四)報名方式：(1)請至高雄市醫師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課程中報名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 10 月 24日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  

              (五)積分：西醫師之專業倫理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活動                                                                                               

十五、主旨：本會舉辦第 31屆網球錦標賽，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比賽日期：108 年 11 月 10日(星期日) 上午 09時至下午 05時 

              (二)比賽地點：高雄醫學大學紅土網球場（四面） 
              (三)參加資格：會員及會員配偶。(限會員 30 人以上報名參加才辦理) 
              (四)比賽組別：(1)團體組：歡迎組隊報名參加，原則上每隊 8人(至少 6人，其中 1人為隊長)。 
                           (2)個人組：分青壯組（60 歲以下，49年次以上）、長青組（70歲以下，39年 
                              次以上）、松柏組（71 歲以上，38年次以下），依今年報名會員的年齡分組 
                              比賽。 
                           (3)女子組：為女醫師會員及醫師夫人，報名後由公會抽籤決定組合。 
              (五)報名表如后請於 10 月 15日前郵寄或傳真 07-2156816 本會，以利編組。 
 
 

                                             理事長 賴 聰 宏 

 

請沿虛線撕下寄回本會，或傳真 07-2156816，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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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第 31 屆網球賽報名表回條  

團 

體 

組 

隊別名稱 隊       長 隊員姓名 

 姓名： 1. 4. 7. 

聯絡電話： 2. 5. 8. 

3. 6.  

個 

人 

組 

姓名：                 生日： 女 

子 

組 

姓名： 

姓名：                 生日： 【參加者非會員請註明會員姓名：           】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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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9.10.(108)高市醫會總字第 431.-440.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重申機構不得租借護理人員證照，損害護理人員權益之情事，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7.30.高市衛醫字第 10835867200 號函辦理。 

            (二)按護理人員法第30之1條規定：「護理人員將證照租借予不具護理人員資格者使用，廢止其 

                護理人員證書；租借予前述以外之人使用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得併處 

                1個月以上1年以下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次按醫療法第57條第1、2項規定：「 

                醫療機構應督導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業務。」、「醫療機構 

                不得聘僱或容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者，執行應由特定醫事人員執行之業務。」，違反者，依 

                同法第103條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罰鍰。 

            (三)為杜絕機構租借護理人員證照，發生聘僱非護理人員執行護理業務之情事，影響護理人員權 

                益且造成人員管理上的問題，衛生局將加強查核與督導，以保障病人就醫安全。 

二、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管理方案(108年3月6日版)」增 

            訂虛擬醫令R008，以作為將明確申報錯誤資料的案件，於處方時不列入重複用藥案件適用，並自 

            108年9月1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8.12.全醫聯字第 1080001008 號函辦理。 

            (二)偶有因部分健保特約藥局申報錯誤(例如重複申報 2 筆相同案件），致後續院所開立處方時產 

                生疑慮，為避免類此情事發生，新增虛擬代碼「R008：醫師查詢雲端或 API系統提示病人有 

                重複用藥情事，經向病人確認後排除未領藥紀錄，其餘藥天數小於(含)10 天開立處方，並於 

                病歷中詳細記載原因備查。」，並自費用年月 108年 9月 1 日起生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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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108年10月 

            1 日起擴大至全藥品類別，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8.21.全醫聯字第 1080001023 號函辦理。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08年6月25日健保審字第1080035714號函說明，旨揭重複用 

                藥費用管理方案自108年10月1日起，採全部口服藥品類別(降血糖藥品含針劑），該署調整 

                內容及配套措施詳附件一。 

            (三)全聯會彙整相關意見，於108年7月22日函復表達反對該署擬於10月1日實施之調整內容，並 

                提出「維持原方案給藥日份14日(含)以上之六十大類藥品」等四項建議(詳附件二)。 

            (四)該署於108年8月7日函復說明略以(詳附件三): 

              1.對於因病程變化，藥物不適等副作用，病人需短期內再度就診調整劑量或改變用藥部分，院 

                所可申報虛擬代碼「R0O3」，該案件不列入重複案件計算。 

              2.對於偏鄉地區醫療不便及病人就醫習性部分，院所可申報特定治療項目代碼「HI（經保險人 

                認定確有一次領取該處方箋總用藥量必要之特殊病人）」或虛擬代碼「ROO4」，該類案件亦 

                不列入重複案件計算。 

        3.有關重複用藥核扣對象部分，方案旨為請醫師處方當下，善盡民眾用藥把關之責，避免藥品 

          重複開立之情形，且依藥師法規定藥師須依醫師處方調劑，無法調整醫師用藥，然為使社區 

          藥局落實病人用藥安全管理，中央健保署規劃按季提供社區藥局重複用藥異常報表，以供其 

          自我管理，並監控改善情形，確保民眾用藥安全。 

      (五)另檢附全聯會彙整截至 108年 8月 7日止，旨揭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主動不計重複用藥情 

          形、排除案件及各項虛擬代碼適用情況(如附件四)。 

            (六)以上說明中之附件一至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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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6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8106


108.9.10 

四、主旨：轉知有關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給付之特殊材料醫療器材許可證有效期限於108 

            年6月30日前屆滿，且經廠商回復不展延及自請註銷許可證者，中央健康保險署將自108年10月1 

            日起取消給付（共計51項）乙案，請會員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8.8.高市衛藥字第 10836348600 號函辦理。 

            (二)相關資料可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下載擷取（網址：http：//www.nhi.gov. 

                tw/藥材專區/特殊材料/許可證效期處理/醫療器材許可證逾期取消健保給付相關函文及品 

                項/108/醫療器材許可證逾期將於108年10月1日取消健保給付特材品項表）。 

五、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辦理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資料乙份，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8.21.高市衛長字第 10836727800 號函辦理。 

            (二)為推廣長照服務資源，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體系，鼓勵醫事相關單位設置C級巷弄長照 

                站，請院所依旨揭行政作業須知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中心提出申請，詳細計畫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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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修訂電子病歷交換欄位與格式之標準規範修訂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8.29.全醫聯字第 1080001060號函辦理。 

            (二)本(108)年度電子病歷交換欄位與格式之標準規範修訂如下： 

   1.新增類別：手術紀錄、病理報告。 

   2.修訂類別：醫療影像及報告、門診病歷、出院病摘。 

   3.廢止類別：門診用藥紀錄。 

 (三)前述增修與廢止表單自即日起公告實施，歡迎至衛福部電子病歷推動專區(最新消息或標準文 

                件)下載，網址 https://emr.mohw.gov.tw/。如有電子病歷標準相關疑問，歡迎電洽 

               (02)2741-0031。 

 (四)另衛生福利部「電子病歷交換中心(EEC)」配合新交換之時程將另行公告(含新版 API及相關 

                配合事項)於 EEC 網站，網址 https://eec.mohw.gov.tw/。如有 EEC 之相關疑問，歡迎電洽 

                (02)8751-4567#300。 

七、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建置之「醫療費用爭議案件系統」， 

            方便、省時、省工、環保，還有多項加值功能，請會員多加利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8.30.全醫聯字第 1080001079號函辦理。 

      (二)衛福部爭審會為順應電子化政府趨勢、簡化行政作業、落實節能減碳措施，在中央健康保險 

          署(以下稱健保署)推動醫療費用電子申報、電子核定、電子申復等無紙化作業後，已於 101 

          年建置「醫療費用爭議案件系統」（網址為：https://hcvpn.mohw.gov.tw//htmapp_tmst/ 

          frmlogin.aspx），並於 106年 1月提升系統功能，使健保醫療費用案件由申報、送核、申復 

          至爭議審議階段，均得採一貫之線上電子化作業，迄至 108 年 7月 31 日止，使用該系統之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已有 899 家。 

            (三)又衛福部已修正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1條條文，增訂第 3項，明定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就醫療費用案件申請審議，經由旨揭系統以電子文件形式傳送案件明細及其所載相關 

          文件、資料，免另備紙本及實體資料，爰透過旨揭系統申請爭議審議及傳輸案件資料之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將不需再檢送紙本及實體資料，可大幅減少申請爭議審議之行政成本，爰請 

          醫師及醫事服務機構多加利用旨揭系統，以線上申請爭議審議。 

            (四)有關「醫療費用爭議案件系統」宣導單張及帳號申請說明，並請有疑問者電洽衛福部爭審會 

          由專人說明服務，為提升宣導效益，必要時，亦可安排爭審會專人到場親自向會員說明，洽 

          詢專線：(02)8590-7163、8590-7173。 

            (五)前揭「醫療費用爭議案件系統」資料及帳號申請說明置於衛福部爭審會官網/最新訊息(網址： 

          https://dep.mohw.gov.tw/NHIDSB/cp-1595-47578-117.html)，歡迎自行擷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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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函請全聯會協助宣導鼓勵會員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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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無須提報績效指標即可補助固接網路及 

            行動網路月租費，並可提升網路頻寬，讓健保雲端服務可穩定快速的提供使用，請會員踴躍參加 

            ，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8.15.全醫聯字第 1080000992 號函辦理。 

九、主旨：轉知「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五十二條之二修正條文及對 

            照表勘誤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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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全聯會 108.8.22.全醫聯字第 1080001030 號函辦理。 

十、主旨：轉知健保署因接獲民眾及醫療院所詢問口服抗疱疹病毒劑之療效及健保給付疑 

            義，重申應優先開立健保給付品項一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8.22.全醫聯字第 1080001031號函辦理。 

      (二)全聯會業於 108 年 7月 12日以全醫聯字第 1080000861 號函轉知相關口服抗疱病毒劑健保 

          給付之藥品品項及應優先開立健保已給付之品項在案。 

      (三)該署表示邇來仍有民眾來文表示醫師建議自費抗疱疹病毒療效較好，及部分醫療院所來電詢 

          問 acyclov 計之健保給付規定。 

      (四)為維護民眾就醫權益及避免醫療負擔，確診為帶狀疱疹及單純疱疹之病患，應優先開立健保 

          已給付之品項。 

 

理事長 賴 聰 宏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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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員福利申請須知：詢問電話：07-2212588 

【會員結婚賀儀 6000元】，請會員攜帶戶政結婚登記後之戶籍謄本正本、印章及身 

  份證於二個月內至本會申領，逾期不予受理。 

【生育祝賀禮金 2000元】，請會員攜帶新生兒出生證明正本、印章及身份證於二個 

  月內至本會申領，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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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9.10.(108)高市醫會總字第 441.-443.號 

受文者：有關醫院 

一、主旨：轉知勞動部「核定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之住院醫師（不包括公立醫療院所依公 

            務人員法制進用者）為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之工作者」公告，並自108年9月1日生效，請  查 

            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8.19.高市衛醫字第 10836453900 號函辦理。 

            (二)公告事項：  

              1.訂定「核定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之住院醫師（不包括公立醫療院所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者） 

                為勞動基率法第八十四條之一之工作者」。 

              2.旨揭所稱住院醫師，指依醫師法第七條之一授權訂定之專科醫師之分科及甄審辦法或醫療法 

                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接受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一般醫學訓練)專科醫師訓練或負責 

                醫師訓練之醫師、牙醫師及中醫師。 

二、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函送修正之「住院醫師與醫療機構之聘僱契約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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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8.全醫聯字第 1080000976 號函辦理。 

      (二)為因應住院醫師於 108年 9月 1日納入勞基法，衛福部於 108年 7 月 8 日邀集醫院、醫師勞 

          動權益團體、企業、職業工會、醫療改革團體及消費者團體等代表再次檢討修正旨揭範本， 

          以提供訓練醫院與住院醫師簽立聘僱契約使用，俾能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三)醫療機構使用本契約範本，得就實務運作需要，增刪契約內容，惟仍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及 

          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之規定。  

      (四)依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6 條之規定，教學醫院應檢具契約書及住院醫師訓練年限表，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定期契約。 

      (五)有關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及 23個專科醫師訓練年限表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 

          中下載參考(http://www.doctor.org.tw)，另有關牙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及專科醫師訓練 

          年限、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年限，將另行通知。 

三、主旨：轉知全聯會函文衛生福利部，就「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所提建議，該 

            部函復如附件，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8.15.全醫聯字第 1080000986 號函辦理。 

      (二)「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參考原則」（以下稱本原則)業經衛福部 106年 10 月 3日衛部醫 

          字第 1061667283 號令修正全文，依本原則第 5點規定略以，非健保特約醫療機構提供非屬健 

          保給付項目、健保特約醫療機構提供非屬健保給付項目及健保特約醫療機構對於不具健保身 

          分之(非)本國籍者提供健保給付項目等自費項目之核定，應由醫療機構提供醫療設施水準、 

          成本分析與市場行情等資料，其意旨係為利地方政府衛生局審核費用之適當性。 

      (三)地方政府衛生局對於上開非屬健保給付項目之醫療費用核定，如已統一訂定收費項目及金額 

          上限，或依循同等級醫療機構核定過之項目及金額，認屬無須提報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可 

          依本原則第 3 條規定，提送該直轄市、縣(市)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公告周知所轄醫療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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