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8.10.(108)高市醫會總字第 368.-387.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有關宗教團體所屬人員依醫療法第63條簽具同意書疑義一案，請依說明段 

            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7.31.高市衛醫字第 10836004200 號函辦理。 

      (二)查醫療法第 63 條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 

          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及麻醉同 

          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或無法親自 

          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所謂關係人，查衛生福利部（前為 

行政院衛生署)99年 8月 30日衛署醫字第 0990075041 號函及衛生福利部 105年 10月 18 日 

衛部醫字第 1051667240 號函釋略以，病人之關係人，原則上係指與病人有特別密切關係人 

，如同居人、摯友等；或依法令或契約關係，對病人負有保護義務之人，如社工人員、監護 

人、少年保護官、學校教職員、肇事駕駛人、軍警消防人員等。 

(三)爰，宗教團體所屬人員（如神父、修女、比丘、比丘尼等），如需依醫療法第 63條簽具同意 

    書時，其關係人包含所屬教會其他神父、修女或寺廟住眾等。 

二、主旨：轉知有關衛生福利部「醫療器材援助平台計畫」醫療器材募徵事，詳如說明，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7.11.高市衛藥字第 10835420600 號函辦理。 

      (二)為積極落實我衛生外交政策，衛生福利部本(108)年度委託國立臺灣大學辦理「醫療器材援助 

          平台計畫」(Global Medical Instruments Support & Service, GMISS)，募徵醫療器材或設 

          備，援贈予有需求之友邦及友我國家，使醫療資源達到物盡其用之最大效能，並彰顯我國國 

          際人道關懷形象。 

      (三)請各醫療院所檢視單位內汰舊堪用之醫療器材或設備，於本年 9 月 30日前上網填具問卷（線 

          上問卷網址為「https://goo.gl/CaaQFu」（無空格、大小寫需一致）。 

      (四)如有相關疑問，請聯絡本計畫窗口國立臺灣大學李佳穎小姐（電話：02-3322-5891；電子郵 

          件信箱：gmiss@gmiss.mohw.gov.tw)。 

三、主旨：轉知傳染病防治法增訂第六十四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 

            、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六條條文，業奉總統108年6月19日華總一義字第10800060021號令修正公 

            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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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5.全醫聯字第 1080000836 號函辦理。 

      (二)本次修正重點：考量謠言或不實訊息之散播，已嚴重影響國人社交生活及社會安寧，而現今 

          資訊流通速度極快，謠言或不實訊息所產生之影響亦隨傳播速度等比層升。鑑於傳染病流行 

          疫情等資訊之正確性，影響民眾生活及公共安全甚鉅，若有針對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 

          實訊息為發表或以任何方式散播，皆會造成民眾大規模之恐慌並危害公共安全，爰擬具本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就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提高罰金額度上限；另違反本法第九條規定者，加重罰鍰額度，以收終止謠言或不實訊 

          息傳播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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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預告修正「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刪除有關 

            醫師意見書得以三個月內之相關病歷摘要或診斷書替代之規定，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7.23.全醫聯字第 1080000923 號函辦理。 

      (二)經全聯會多次向衛生福利部極力爭取及邱理事長泰源在立法院多次強力訴求，考量醫師意見 

          書與病歷摘要或診斷書之性質不同，衛生福利部採納全聯會建議，於 108年 7月 12日公告預 

          告修正「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刪除有關醫師意見書得以三個月內之相關病歷 

          摘要或診斷書替代之規定。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60日內陳述意見或 

          洽詢： 

        1.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  

        2.地址：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 488 號 9樓  

        3.電話：(02)85906666 分機 6217   傳真：(02)85906090 

        4.電子郵件：nhbichutsai@mohw.gov.tw   

五、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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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22.全醫聯字第 1080000917號函辦理。 

      (二)「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重點內容如下： 

        1.實施日期 108 年 7 月 19日-109年 12 月 31日止。  

        2.特約單位需為參與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或「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 

          之診所（不限家醫科），並與縣市政府特約為長照服務單位。  

        3.旨揭方案於 108 年 7月 19日開始實施，「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項目「AA12開立醫 

          師意見書」於同日生效，支付費用 1500 元，原住民或離島地區 1800 元。 

六、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相關資訊網站連結，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8.2.全醫聯字第 1080000950 號函辦理。 

      (二)108 年 7 月 16 日衛生福利部業公告「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為鼓勵基層院所多 

          加參與，衛生福利部業設網站專區（https://1966.gov.tw/LTC/lp-4457-201.html)，內容 

包含如下，請多加利用宣導·  

  1.「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公告及計畫書。 

  2.居家失能個案家醫方案流程圖及辦理注意事項。  

  3.直轄市、縣（市）政府特約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服務契約書參考範本。  

  4.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醫師意見書教育訓練(現場紀錄影音及會議簡報)。 

七、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就法務部規劃辦理「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解剖專業訓練計畫 

            (草案）」在不接觸病人且未涉及臨床醫療處置之前提下，由具醫師資格之法醫師，訓練未具醫師 

            、中醫師或牙醫師資格之法醫師從事非病死或可疑非病死者之大體解剖及鑑定疑義案，衛生福利 

            部之意見及說明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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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26.全醫聯字第 1080000937號函辦理。 

            (二)衛福部重申鑑於世界先進國家法醫師訓練制度與資格，皆是以具有醫師資格者為限，爰執行 

                解剖屍體及死因鑑定之法醫師，應以領有醫師證書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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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旨：轉知疾病管制署函有關醫護人員執行疫苗接種前之排氣與反抽建議，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8.1.全醫聯字第 1080000940號函辦理。 

           (二)近期因有醫護人員向衛生單位反映疫苗接種前之排氣與是否執行反抽等疑義，經衛生福利部 

               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108 年第 1次會議研議，建議如下： 

             1.預充填疫苗注射前之排氣：為避免造成醫護同仁評估判斷預充填針劑內空氣含量多寡之困 

 擾，建議依基本護理標準技術，先排氣後再執行疫苗接種作業。惟國際針對空氣殘留量在 0.3 

 c.c.以下之預充填疫苗，均建議得採不排氣即行注射之作法。至自行抽取疫苗之品項，則均 

               仍依護理標準技術，先行排氣後再行注射。 

             2.疫苗接種前之反抽確認無回血：經綜整國際針對執行肌肉或皮下注射疫苗之文獻與實務作法 

               ，得採不反抽，以降低可能引起之疼痛。惟依基本護理標準技術，亦可先行反抽確認無回血 

               再行注射。  

           (三)前述建議期能提供醫護人員正確認知，俾利據以執行疫苗接種工作。 

九、主旨：轉知疾病管制署函送「Candida auris感染管制建議」修訂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7.19.全醫聯字第 1080000894號函辦理。 

            (二)相關訊息刊登全聯會網站；亦可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傳染病與防護專題/抗 

                生素抗藥性管理/抗微生物製劑相關管制措施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醫療機 

                構感染管制／醫療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項下，逕自下載參考。 

十、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Tocilizumab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Clarithromyci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Gentian violet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 

            溝通表」、「Elvitegravir 及 Cobicistat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Modafinil 成分藥 

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及「直接口服抗凝血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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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5.全醫聯字第 1080000773、1080000883號函、108.7.19.全醫聯字第 108000 

      0915號函及 108.8.2.全醫聯字第 108000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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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說明有關幼童疫苗注射與同時健保診療比例案，詳如說 

               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7.5.全醫聯字第 1080000777號函辦理。 

        (二)有關幼童疫苗注射與同時健保診療部分，以臨床醫療有需求及尊重醫師專業判斷為原則， 

            未有合理常態比例之限制。 

        (三)健保署以基於尊重醫療自主性的前提下，若病人屬因病之必要就醫，請醫師務必於病歷上 

            詳細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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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議中央健康保險署醫師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時，針對特定對 

              象建議調劑時至多得一次給予九十日以內之用藥量案，該署函復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7.8.全醫聯字第 1080000772 號函辦理。 

              (二)旨揭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用藥量案，所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規定如下：  

                1.第 24條略以，同一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應分次調劑。  

                2.第 25條訂有保險對象可一次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總用藥量之適用情況，包含經保險 

                  人認定確有一次領取該處方箋總用藥量必要之特殊病人。  

              (三)上開第 25 條所列經保險人認定，說明如下： 

                1.經專業認定、確需一次領取該處方箋之總用藥量之特殊個案為限，如偏鄉、居家衰弱老人。 

                2.可依具體個案、相關就醫資料送請專業審查後認定。 

                3.其辦理得由病人(或其家屬)或診治院所協助，檢送病人就醫之病情、確有一次領取該處方 

                  箋總用藥量必要等說明(建議加附如診斷證明書、病歷摘要、檢查報告等參考資料)送轄區 

                  業務組依個案情形辦理認定。  

              (四)依上開說明，係由健保署分區業務組受理申請資料，送專業醫師認定判斷，請會員注意， 

                  於適用上開規定時，請依專業判斷病患或照護家屬，是否有能力管理大量天數之藥品用量， 

                  是否有遺失或重複服用之風險，以確實守護民眾用藥安全。 

十三、主旨：轉知為維護民眾用藥權益，請會員有關口服抗疱疹病毒劑，倘病患符合健保 

               給付規定，應優先開立健保給付之品項，避免民眾自費用藥，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7.12.全醫聯字第 1080000861 號函辦理。 

        (二)健保署於 107 年 12月 1日業已擴增口服抗疱疹病毒劑 acyclovir 於「其他感染帶狀疱疹及 

                  單純性泡疹者」，可給予 acyclovir 400mg 口服抗疱疹病毒劑，使用療程以 7 天為限」。目 

                  前同成分藥品健保給付(8品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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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請全民健保醫事服務機構接受保險對象就醫時，確實核 

              對保險對象身份，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7.16.全醫聯字第 1080000882 號函辦理。 

              (二)全民健康保險在醫界的配合及全民的支持下，達到給付範圍完整、醫療可近性高等特性。 

                  惟近來發現外籍勞工或大陸配偶借予親戚冒用健保卡就醫案件有日益增加之趨勢，前開未 

                  具投保資格人士卻使用健保資源，實對繳交保費之保險對象甚為不公平。 

              (三)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9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3及 7 條規定略以，保險對象至 

                  特約醫事機構就醫應繳驗健保卡及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身分文件(健保卡已足以辨識身 

                  分時，得免繳驗），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亦應查核前開文件，有不符時，應拒絕其以保險對 

                  象就醫身分就醫；未經查核者，保險人得不予支付醫療費用；已領取醫療費用者，保險人 

                  應予追還。 

              (四)另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6、37 及 38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條規定略以，未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規定，核對保險對象就醫文件，予以違約記點 

                  1點，記點 3次再有違反予以停約 1 個月；申報明知以他人保險憑證就醫之醫療費用，扣 

                  減十倍金額；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領取保險給付，處以核退或申報醫療費用二倍 

                  至二十倍罰鍰，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不可歸責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者，不在 

                  此限。 

        (五)健保資源有限，需各界共同協助維護珍惜，為避免非保險對象冒用他人健保卡就醫，不當 

            占用健保資源，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接受保險對象就醫時，如未能由健保卡辨識身分，  

            需配合依上開法規檢視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身分文件，確實查核依法應繳驗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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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主旨：本會 108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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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主旨：本會舉辦「高屏西醫基層審查現況與變革」專題講座，請會員踴躍報名參 

               加。＊請事先報名俾便統計人數準餐點＊ 

        說明：(一)醫療院所申報的醫療費用主要是由大家繳交的保險費支出，保險費財源有限且屬於公共財 

                  ，為使醫療資源被合理使用在被保險人身上，提升醫療品質避免不必要或不適當之醫療 

                  服務損害了必要及正當醫療服務的報償，健保署依全民健康保險法必須做審查。 

              (二)講座時間：108 年 9 月 19日(星期四)12:30-14:30  

              (三)講座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四)講師：林誓揚醫師--高屏區西醫基層執行會審查組組長 

              (五)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8/9/16前報名。 

              (六)報名方式：(1)網路報名：請至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課程中報名。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108/9/16)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 

              (七)積分：西醫師之專業法規、家醫科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十七、主旨：轉知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接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辦理「成人預防保

健服務線上課程」如說明二，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7.18.全醫聯字第 1080000901號函辦理。 

              (二)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接受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線上課程」 

                  課程說明及報名表，全程參與本教育訓練課程並完成測驗及課後問卷，即可取得醫師、護 

                  理師、醫檢師專業品質繼續教育學分(申請中)，有關課程說明及報名表，可逕至台灣家庭 

                  醫學醫學會網站(https://www.tafm.org.tw/)新聞焦點瀏覽下載。 

活動                                                                                                    

十八、主旨：轉知財團法人台灣安斯泰來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 109 年度獎助金申請即日起 

              受理報名至 108 年 9 月 30日截止，請  查照。  

        說明：(一)申請時間：108 年 7 月 15日至 9月 30日止。 

(二)本期適用期間：109年 1 月起至 9月底前出國研修者。 

              (三)有關申請資格條件、獎助金額及申請方法等詳細資料請至本會網站/會務動態中查詢下載 

                  (http://www.doctor.org.tw)。 

              (四)欲索取該基金會獎助金之規定申請表格者，請直接與簡秘書連繫。電話：(02)25075799 

                  轉分機 366  E-mail：shally.chien@astell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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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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6 

12:30-14:30 
兒童最新疫苗政策介紹 

鐘浩瑋主治醫師- 

高醫大附設醫院新生兒科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9/3止 

108/9/20 
12:30-14:30 

CAD(冠心症) 
賴奇正主任-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心臟內科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9/17止 

108/9/26 
12:30-14:30 

何謂脊椎微創手術 
蔡東翰副院長- 
七賢脊椎外科醫院神經外科 

神經外科. 
家醫科.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9/23止 

108/9/27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討
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9/24止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00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01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02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03
http://www.doctor.org.tw/dynamicnews_detail.php?id=832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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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主旨：為增進會員間之情誼，本會舉辦『會員中秋聯歡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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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 9月 8日(星期日)晚上 6時報到， 

6時 30分聯誼餐敘、節目表演。 

             (二)晚會地點：漢神巨蛋 9樓金龍廳(博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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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參加晚會之會員請於 8月 30日前電話 

07-2212588報名，俾便統計人數籌備餐點事宜。 

 

二十、主旨：本會舉辦第二十二屆保齡球賽，請各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比賽時間：108年 9月 29 日(星期日)下午 3:00報到   下午 3:31 開始比賽 

              (二)比賽地點：壽山保齡球館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 361 號/(07)3363866 

(三)參加資格：本會會員及配偶，會員 30人以上才辦理。 

              (四)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月 10日截止。 

              (五)比賽方式：1.分為一般組及長青組(民國 48年以前出生者為長青組)。  

                            2.採男女讓分混合競賽，以個人四局總分成績計算；女性每局加 10分。 

                            3.同分時以四局中最高分與最低分差距小者為優勝。 

                            4.比賽結束後隨即舉行頒獎典禮。 

              (六)欲參加之會員，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填寫報名表將回條撕下逕寄或傳真(07)215-6816 本會，

俾便統計人數安排賽程。 

 

                                             理事長 賴 聰 宏 

 

 

請沿虛線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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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第二十二屆保齡球賽報名表回條 

參賽者姓名：                (參賽者為會員配偶時請註明會員姓名：                   醫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院所名稱：                
醫院
診所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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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8.10.(108)高市醫會總字第 388.-401.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有關外籍病患就醫使用之新版手術同意書、新版麻醉同意書、到院前需求 

            表單及新版牙醫門診口腔手術及麻醉同意書等，衛生福利部已翻譯8種外語版本並置於網站，請 

            參考使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6.20.高市衛醫字第 10834651100 號函辦理。 

      (二)旨揭翻譯版本有：簡體中文、英文、日文、越文、印尼文、泰文、韓文、馬來文。檔案路徑： 

          「衛生福利部醫事司」＞「生醫科技及器官捐贈」＞「醫療服務國際化相關業務」＞「醫院 

          制式外語文件」。 

二、主旨：轉知有關醫療機構執行門診業務之需要設置各類診療檯疑義，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7.23.高市衛醫字第 10835701900 號函辦理。 

      (二)查醫療法第 12 條第 2項規定：「診所得設置 9張以下之觀察病床；婦產科診所，得依醫療業 

          務需要設置 10 張以下產科病床。」及衛生福利部(原行政院衛生署)前 85年 12 月 3O日衛署 

          醫字第 85070270 號函略以：「診所設置觀察病床旨在方便診所對於門診病人，得視病情需要 

          暫時給予收治藉以觀察病情。」亦即觀察病床之用途，包括暫時收治及觀察病情。 

(三)醫療機構執行門診業務時，基於診斷、檢查及治療處置之需要，得設置或躺或臥之診療檯， 

如理學檢查檯、骨外科治療檯、復健治療檯、內視鏡檢查檯、超音波檢查檯、心電圖檢查檯 

、內診檯、美容醫學治療檯、針灸治療檯及推拿治療檯等相關診療檯，不屬於前揭觀察病床 

，無須登記於醫事管理系統。惟如診所將上開診療檯挪為觀察病床使用，則依違反醫療法第 

15條規定，依同法第 103條規定論處。 

      (四)另衛生福利部 97 年 3月 20日衛署醫字第 0970008862 號函之說明三略以：「96年醫療行政及 

          醫療法規研討會提案 20：目前僅有產科病床、觀察床，這 2種病床。除診間之外，其餘原則 

          皆為觀察床，需配置醫護人員，如非觀察床，須請機構移走」之決議，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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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旨：轉知有關「第一等級醫療器材得宣稱及不得宣稱廣告詞句例示」，業經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8年7月15日以FDA器字第1081605457號公告一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7.16.高市衛藥字第 10835585700 號函辦理。 

      (二)旨揭公告及附件內容，請逕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首頁/公告資訊/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公告）或（首頁/便民服務/廣告申請）項下專區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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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旨：轉知因應腸病毒流行疫情高峰，請各醫療院所加強腸病毒防治宣導、落實疫情 

            通報及相關防疫工作，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6.26.高市衛疾管字第 10834920600號函辦理。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腸病毒疫情監測資料顯示，第 25週全國腸病毒健保門診及急診資 

          料就診人次累計 14,825 人次（預警值：10,500人次），本市腸病毒健保門診及急診資料就診 

          人次 1,386人次(預警值：1,100人次），全國共累計 13例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確診個案(含 

          本市 3例，均為 EV71型），惟近 4週社區腸病毒 71型病毒檢出個案數及佔率持續增加且高於 

          近三年同期。國內已檢出 118 例腸病毒 71型個案，其中 7例確診重症。基於腸病毒高傳染力 

          ，影響幼童健康不容小覦；應持續加強落實相關防疫工作，以降低群聚疫情及重症病例之發 

          生。  

      (三)有鑑於教托育機構及公共附設兒童遊戲場域為腸病毒易感族群之聚集處，為使各項衛教及防 

          治工作更臻完善，降低腸病毒疫情對社會帶來之衝擊，請各單位加強落實執行及督導下列防 

          治措施：  

        1.請各單位善加利用腸病毒防治懶人包，透過各大通路，如集會、網站、Line群組、粉絲專頁 

          、臉書及連絡簿等多元管道加強宣導，並鼓勵國小低年級及幼兒園老師下載相關衛教素材廣 

          為運用，另提醒家長(特別是隔代教養家庭或是新移民等族群）腸病毒預防注意事項，對於腸 

          病毒病童之病情發展須密切觀察，若出現重症前兆病徵，應儘速送往大醫院就醫，亦可逕至 

          衛生局腸病毒防治專區（https://khd.kcg.gov.tw）下載相關衛教素材使用，以強化民眾對 

          腸病毒防治之概念。  

        2.請加強督導轄內教托育機構、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學校及幼兒園辦理之課 

          後照顧班，落實每日定期至少 1次 500ppm 漂白水環境清消並備清消紀錄、洗手設備之維護、 

          幼學童健康管理，如發現疑似腸病毒感染、群聚事件發生時，應立即依高雄市公告規定流程 

          進行疫情通報、停課等事宜，以降低病毒傳播及重症群聚疫情發生的機會。  

        3.基於腸病毒併發重症之病程變化迅速，醫療院所需留意重症前兆病徵，加強院際聯繫並落實 

          轉診機制，並辦理相關醫護人員教育訓練，強化內部人員處置能力，特籲請醫師務必提高警 

          覺，留意產婦及新生兒健康，包括產前 14天起至分娩前後如有發燒、上呼吸道感染、腹瀉、 

          肋肌痛等症狀，應配戴口罩與正確勤洗手，並應與嬰幼兒採取適當保護隔離，避免直接觸摸 

          嬰兒。  

        4.另鑒於產後護理機構收住對象為 1歲以下之嬰幼兒，屬感染腸病毒高風險族群，請各機構加 

          強落實內部感染管制措施，如發現疑似傳染病群聚事件及符合法定傳染病或症狀通報條件時 

          ，應立即依「疾病管制署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通報作業流程」於 24小時內完成通報 

          ，俾利即時掌握疫情及採取防治措施。  

        5.因應暑假期間，外出旅遊明顯增多，人流互動及接觸機會頻繁增加疾病傳播機會，高雄市政 

          府各單位將提高權管兒童常出入公共場所(特別是室內兒童遊樂場)之衛生督導查核頻度，積 

          極輔導業者落實環境清潔消毒，以確保兒童健康。 

六、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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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8年8月1日起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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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23.全醫聯字第 1080000908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歐洲在台商務協會函請衛生福利部配合行政院推動風能產業，盡速指派相 

            關公私立醫療院所指派醫師赴海外受訓，取得該專業醫師資格，以便對從事離岸風機安裝與維修 

            作業人員之體能狀況，進行必要的合格篩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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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12.全醫聯字第 1080000875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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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旨：轉知為防堵本市登革熱疫情擴散，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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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5.高市衛疾管字第 10835273600號函辦理。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 108年截至 7 月 4 日為止，全台本土登革熱確診個案數共 35 

          例，分別為台南市本土 4 例第 2型登革熱，分布於東區 1例、永康區 1 例及中西區 2例；另 

          本市本土登革熱確診共 31例病例，其中 26 例位於三民區（鼎金里 16例、鼎西里 31 例、鼎 

          強里及安吉里各 2 例、鼎力里、鼎盛里及本和里各 1例），前鎮區、左營區、鳳山區、鼓山區 

          及路竹區各 1 例。 

      (三)經查本市三民、鼓山、左營區自 108年 5月 29日截至目前 28例本土登革熱確診個案均為第 

          4型登革熱，其第 4型登革熱之臨床症狀為或不典型，請醫療院所提高對登革熱通報警覺性 

          ，並降低登革熱通報標準，診療病患時如遇發燒及登革熱疑似症狀個案時，務必積極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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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阻絕台南市登革 

                熱疫情及本市三民區群聚疫情擴散之風險，請各醫療院所診療病患時，應加強詢問個案台南 

                市、本市三民區或路竹區相關活動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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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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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或衛生局全球資訊網（http://khd.kcg.gov.tw）查詢及下載運用。 

九、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公告及計畫書，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7.22.高市衛長字第 10835730400 號函辦理。 

      (二)配合本方案實施，「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服務流程及辦理注意事項」更新內容，請 

          各醫療院所配合推動及辦理。 

            (三)旨揭公告計畫書及更新內容等詳細資料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 

                文發佈中下載參考。 

十、主旨：轉知有關服務單位因配合地方政府衛生局辦理長照十年計畫2.0，受領之補助 

            款項適用扣(免)繳憑單所得格式代號一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108.7.29.財高國稅審二字第 1080108822 號函辦理。 

      (二)服務單位配合旨揭計畫受領之補助款，如採檢附費用憑證核實報銷者，衛生局係開立所得類 

          別為其他所得之免扣繳憑單(格式代號：95A 實報實銷之政府補助款）。  

      (三)服務單位配合旨揭計畫受領之補助款，如非採檢附費用憑證核實報銷者，衛生局依服務單位 

          之組織型態，開立之扣(免)繳憑單所得類別及格式代號如下：  

1.服務單位為私人辦理之養護、療養院所：依「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設置之私立護理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設立之機構、「精神復健機構設置及管理辦法」設置之精神復健 

  機構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設立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按其他所得（格 

  式代號：92-88)開立免扣繳憑單；非依上開規定設立(置)之其他養護、療養院所，按其他所 

          得(格式代號：92-87)開立免扣繳憑單。  

        2.服務單位為個人設立之醫院、診所，按執行業務所得（格式代號：9A)依其業別開立扣(免） 

          繳憑單。  

        3.服務單位為所得稅法第 11條第 2項或第 4項規定之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按其他所得(格式代號：92-8Z)開立免扣繳憑單。  

      (四)另服務單位如因執行前述長照十年計畫 2.0，或因其他業務所需，將病患檢體委託其他檢驗 

          診所代為檢驗，其支付之檢驗費核屬受託檢驗診所之執行業務所得，因服務單位為稅法上之 

          扣繳單位，扣繳義務人(即負責人)於給付各類所得時，即負有扣繳及申報義務，故扣繳義務 

          人於支付前述檢驗費時，應依規定扣取稅款並申報所得人扣(免)繳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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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居家輕量藍芽APP」資料交換格式說明，作業紀 

               錄匯出格式自公告日起上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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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8.全醫聯字第 1080000825 號函辦理。 

              (二)公告事項： 

                1.旨揭資料交換格式內容說明如下：  

                 (1)內容規格：  

                    作業基本資料格式說明。        作業紀錄匯出格式說明。  

                 (2)本次公告作業紀錄匯出格式上線使用，內容簡述： 

                    作業方式：居家醫療訪視人員利用 APP鍵入(或點選處方套餐)就醫資料，並上傳至健 

                      保署 VPN，醫療訪視人員回機構後，可至健保署 VPN/「居家輕量藍牙方案就醫上傳查 

                      詢服務」頁面下載就醫資料檔案，並匯入機構之 HIS 等醫療系統，以利機構後續執行 

                      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或醫療費用申報。  

                    檔案格式：CSV、JSON。      匯出內容：門診紀錄段、處方紀錄段及診斷碼紀錄段。 

                 (3)作業基本資料格式預計於 108年 7 月上旬上線。  

                2.旨揭格式置於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公告區，另提供測試資料，置於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下載專區/服務項目：其他/居家輕量藍牙方案(設定)，請自行擷取測試。 

十二、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函送住院醫師適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公文範本、約定書 

               參考範本及核備名冊範本各1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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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1.全醫聯字第 1080000957 號函辦理。 

十三、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108年度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不定時及即時追蹤 

               輔導訪查作業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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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5.全醫聯字第 1080000814號函辦理。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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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賴 聰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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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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8021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8075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996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805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人員訓練課程」 

2019 ACP課程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協辦單位：中央健保署高屏業務組、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公會 

時    間：108年 9月 7日(六) 13:00-17:30 

地    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225號 4樓) 

主 持 人：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賴聰宏理事長 

主 講 人：翁益強主任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台中榮總放射腫瘤科暨安寧

療護主治醫師/英國、美國、日本、西澳研習安寧緩和療護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講 師 

12:30-13:00 報 到  

13:00-13:10 致 詞 
理事長 

賴聰宏 

13:10-15:10 
法規

知能 

病人自主權利法及相關法規 

一、 病人自主權利法之立法精神、病人與

關係人之知情、選擇、決定權，與拒

絕醫療權。 

二、 病人自主權利法子法概述。 

三、 五款 AD生效之臨床條件 

衛生福利部

南投醫院 

翁益強主任 

15:10-15:20 休息時間 

15:20-16:20 

諮商

實務 

預立醫療決定及緩和醫療照護 

一、 心智能力評估 

二、維持生命治療及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介紹，及拒絕後之配套措施。 

三、安寧緩和相關照護問題 

四、預立醫療法定相關議題 

16:20-17:20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程序及技巧 

一、流程及溝通技巧 

二、各職類之角色 

三、醫療決策中的心理議題及家庭動力 

17:20-17:30 綜合討論  



一、認證學分：「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醫師 ACP認證課程。 

二、參加對象：高雄市及高雄縣醫師公會醫師會員。 

註：超出名額時，以參加「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劃」或「居家醫療照護

整合計劃」之醫師為優先報名。 

主辦單位保有錄取名單審核權，錄取名單於 9/3(二)中午 12:00公佈於 

高雄市醫師公會網站。 

三、報名方式：email信箱為必填欄位，請先備妥 

(1)線上報名：

https://www.beclass.com/rid=22416095d3e9879d59a3         

    (2)電話報名：高雄市醫師公會會員 (07)2212588 

           高雄縣醫師公會會員 (07)7473045  

四、報名截止日：108年 9月 2日(一)或額滿(130人)為止。(不提供便餐) 

五、長照 LEVEL 1課程，可上『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台』線上學習，

取得認證。網址：https://ltc-learning.org/mooc/index.php 

六、高雄市居家醫師照護方案特約資料網站

https://ltc.kchb.gov.tw/care/12/part/25 

 

   
報名表 

https://ltc-learning.org/mooc/index.php
https://ltc.kchb.gov.tw/care/12/part/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