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6.5.10.(106)高市醫會總字第 197.-214.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有關醫療機構間，是否得跨院受理民眾申請病歷複製本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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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3.高市衛醫字第 10632577400 號函辦理。 

            (二)按醫療機構及其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依醫療法第 72 條規定，不得 

                無故洩漏。  

            (三)次按醫療機構依醫療法第 71 條規定提供病歷複製本，應以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為原則； 

                如非病人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應檢具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載明委託意旨及範圍之委託 

                同意書，始得為之。前經前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94 年 1 月 19 日衛署醫字第 

                0930220492 號函釋在案。  

            (四)再按索取病歷複製本之流程，因涉醫療機構內部行政管理，係由醫療機構自行訂定，本會已 

                於 105 年轉知醫療院所，須將病歷複製本之申請流程及收費方式公開於機構明顯處，以利病 

                人儘速取得病歷複製本，並將該項目納入 105 年醫療機構督導考核項目中。  

            (五)有關旨揭案件，如院際合作通暢，且符合醫療法第 71 條病歷複製本申請及第 72 條病情資訊 

                保密規範，尚無不可。 

二、主旨：轉知腸病毒流行季即將來臨，請各位醫療人員，加強腸病毒病患重症前兆之警 

            覺性、正確處置並掌握轉診時機，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6.4.19.疾管高屏區管字第 1061900222 號函辦理。 

           (二)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之病程變化迅速，病患需能及時獲得適當治療，方可有效降低死亡風險。 

               本(106)年南部已有首例腸病毒重症個案，臨床醫護人員需持續加強腸病毒之臨床診斷、治療 

               及照護之知能及經驗傳承，提升醫事人員疑似重症病患之轉診警覺與處置能力，及衛教腸病 

               毒感染病患家長腸病毒重症前兆，以利周全腸病毒照護品質。  

           (三)疾管署訂定之「腸病毒71型感染併發重症臨床處置建議」及「新生兒腸病毒感染臨床處置建 

               議」指引及數位學習教材，業已公布於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專業版 

/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治療照護」項下，提供醫事人員參考。 

           (四)另，本年度疾管署補助高屏澎7家腸病毒責任醫院於4至7月辦理腸病毒診治相關教育訓練，各 

               場次辦理日期、地點及聯繫窗口等相關資訊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 

               課程中下載參考，欲參加人員事先請與主辦單位聯繫窗口確認課程報名事宜。 

三、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施行「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部分條文及第九條附表(七)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3.30.全醫聯字第 1060000496 號函辦理。 

           (二)旨揭修正重點包括為整併綜合醫院、醫院之分類而刪除綜合醫院之分類；法人所設醫院附設 

               門診部以離島或原住民族地區為限之相關規定及附表(七)診所設置標準門診手術室之權宜等 

               。公告事項詳載於衛福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mohw.gov.tw)，請於「公告訊息 

」或「法令規章」網頁下載參考。 

四、主旨：轉知「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4 月 

            13 日以衛部保字第 1061260160 號令修正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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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8.全醫聯字第 1060000611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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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議針對大腸直腸癌、口腔癌、乳癌、子宮頸癌等四癌篩檢的陽性 

            個案追蹤，其回診當次的醫療費用應由國民健康署給付，健保署代收代付並設定代碼案，國民健 

            康署及中央健保署函復如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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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1.全醫聯字第 1060000571 號函辦理。 

           (二)國民健康署函復重點略以：目前四癌篩檢結果多屬陰性個案，僅提醒接受後續定期篩檢未要 

               求回診，因此不會產生醫療費用。對少數陽性個案之追蹤，皆需仰賴醫療人員專業依其病況 

               判斷，並就個案情形施予檢查、診療，屬醫療行為，爰此費用係由健保署支付。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函復重點略以：有關建議就篩檢陽性個案設定代碼一事，如經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同意給付該等個案追蹤回診當次醫療費用，並請中央健保署辦理代收代付之行政協 

               助事宜，中央健保署將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六、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函有關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就乳房植入物(Breast Implants) 

           公布之安全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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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1.全醫聯字第 1060000533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疾病管制署函有關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之憑證安裝簡易操作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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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1.全醫聯字第 1060000559 號函辦理。 

            (二)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於 106 年 4 月 11 日起登入全面使用憑證(包括醫事人員卡、自然人憑 

                證卡及健保卡)。 

           (三)為加速憑證相關問題排除，該署設有服務專線提供協助 02-23959825 轉 3643 洪小姐。 

八、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新增「甲基丙二酸血症併高胱胺酸血症（Cb1 C 型)」為罕見疾 

            病，業經該部於 106 年 4 月 6 日以衛授國字第 10604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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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4.11.全醫聯字第 1060000582 號函辦理。 

九、主旨：轉知有關全聯會因勞基法新制度產生無藥師、藥局無營業之困境；醫療急迫情 

            形限縮於「立即使用藥品」導致之民眾用藥等問題，建議衛生福利部考量修正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之「醫療急迫情形」乙案，衛生福利部函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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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全聯會 106.4.13.全醫聯字第 1060000597 號函辦理。 

            (二)衛福部函復說明所述，有關社區藥局已儘量備齊藥品，醫藥人力合作平台等，若會員有與該 

                函所述不符者，敬請隨時提供相關案例，俾提供全聯會研擬因應方案，以為突破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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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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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旨：轉知為保障適用「鼓勵醫療機構辦理生育事故爭議事件試辦計畫」之生育事故 

            事故人權益，衛生福利部延長案件受理期限至 107 年 6 月 29 日，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4.11.全醫聯字第 1060000552 號函辦理。 

十一、主旨：轉知全聯會彙整各縣市醫師公會提供全國醫師及眷屬就醫醫療關懷醫療院所 

            窗口，詳細內容請會員至全聯會網站(http://www.tma.tw/member/care_list.asp)/會員服務/ 

               請輸入會員編號及會員姓名中查詢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3.10.全醫聯字第 1060000381 號函辦理。 

              (二)為使長年默默為病患服務、犧牲、奉獻的醫師同仁及眷屬，到醫療機構就醫時，只要主動 

                  出示證明文件，醫療機構能夠給予就醫優惠。若於住院時出示相關證明文件，住院中心能 

                  在系統中註記，並有院方人員至病房關懷致意。 

              (三)茲彙整各縣市醫師公會提供就醫醫療關懷醫療院所窗口資訊，若另有新增將隨時更新全聯 

                  會網站資料。 

健保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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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4.全醫聯字第 1060000595 號函辦理。 

十三、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使用標準碼」，並自費用 106 

               年 4 月起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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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5.全醫聯字第 1060000541 號函辦理。 

               (二)配合醫療院所來函建議及徵詢相關單位意見後，於「給藥途徑/作用部位」中，新增 ORO 

                  〔口咽直接用藥（如噴劑、塗抹）〕及 IPLE(胸膜內注射）。 

繼續教育課程  

十四、主旨：轉知全聯會舉辦「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95》第一線專業人員之自殺防

治守門人訓練-自殺防治新知與實務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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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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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師、護理人員、藥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職能治 

    療師之專業品質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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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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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結婚賀儀禮金為6000元，但夫妻二人皆為會員時，由1人申請，禮金為6000 

     元。申請期限及應備文件：於戶政機關登記後二個月內持戶籍滕本正本至本會申 

     請，逾期不受理。生效日期:106 年 1 月 26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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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臺」已完成建置完成，歡迎 

               有興趣的會員踴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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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1.全醫聯字第 1060000575 號函辦理。 

              (二)「長期照顧專業人員數位學習平臺」網址：http://210.61.47.85 

                   客服專線：02-22829355 轉 7557 

              (三)衛生福利部來函重點略以：社會工作師及醫事人員如修畢學習平臺 Level Ⅰ系列完整課程 

                  內容並通過測驗，即可取得長照人員 Level Ⅰ共同課程學習證明。 

十六、主旨：本會 106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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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2(五) 

12:30-14:30 
COPD 最新治療指引 
(2017 年) 

蔡忠榮主治醫師- 

高醫大附設醫院胸腔內科 

即日起至 

106/5/26 止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百靈佳 
藥廠協辦 

106/6/9(五) 

12:30-14:30 

高血脂治療最新治療指引
(2017) 

高偉斌醫師 
沐漮診所院長 

即日起至 

106/6/6 止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裕利公司
協辦 

106/6/15(四) 

12:30-14:30 

法院實務對醫療過失之處
理概況 

陳明呈法官- 
高雄地方法院醫療庭 

即日起至 

106/6/12 止 
醫師專業品質  

106/6/23(五) 

12:30-14:30 

1.Padiatric Acute Group A 
Streptococcus 
(GAS)pharyngitis 

2.黴漿菌肺炎 

1.陳武元醫師- 
  元和馨診所 
2.牛震廣醫師- 
  牛伯伯小兒科診所 

即日起至 

106/6/20 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106/6/30(五)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討

論會 
主持醫院：聖功醫院 

即日起至 

106/6/27 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護理. 
 

 

十七、主旨：轉知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及高雄市診所協會 106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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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21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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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 

106/6/1(四) 

12:30-14:30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發展新
趨勢 

楊善為主任- 

高雄榮總關節置換科 

即日起至 

106/5/26 止 

骨科.家醫科. 

一般科. 

高雄市 

診所協會 

106/6/7(三) 

12:30-14:30 
超音波在骨骼關節、血液、
神經系統之運用 

陳嘉輝醫師 

周正國醫師 

黃元賓醫師 

即日起至 

106/6/2 止 

骨科.家醫科. 

一般科. 
中華民國基
層醫師協會 

106/6/29(四) 

12:30-14:30 

移植子宮、人造子宮之現況
及倫理道德爭議 

龔福財教授- 
高雄長庚醫院婦產部 

即日起至 

106/6/27 止 

婦 產 科 . 家 醫

科.一般科. 

專業倫理. 

高雄市 

診所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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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dynamicnews_detail.php?id=709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42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43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44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45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46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47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48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49


活動  

十八、主旨：本會舉辦第 23 屆桌球錦標賽，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比賽時間：106 年 6 月 18 日(星期日)下午 1:00 比賽開始 
(二)比賽地點：樂福桌球社(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 42 號 B1，羅馬大廈)。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6 月 5 日截止。 

               (四)比賽方式：1.分為單打及雙打，詳細分組如下報名表。(限會員 30 人以上參加才辦理) 

                             2.不分單打或雙打，每人限報二組每人限報二組每人限報二組每人限報二組。 

3.比賽結束後隨即舉行頒獎典禮。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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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王王王    欽欽欽欽    程程程程    
---請沿虛線撕下寄回或傳真-------------------------------------------------------------------------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第 23 屆桌球錦標賽報名表】*限報 2 組* 

◈單打  □青壯組(50 歲含以下)  □長青組(51 歲至 60 歲) □松柏組(滿 61) 

□古稀組(滿 70 歲含以上)  □女子組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院  所  名  稱   聯     絡     住     址     電       話   

 民國   年   月  日    

◈雙打  □會員組(不分齡) □會員百歲雙打組  □會員 120 歲雙打組 

□夫妻組  □家庭組(夫妻或親子組都可參加，但其中一位需為會員)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院  所  名  稱   聯     絡     住     址     電       話   

 民國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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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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6666 折折折折。。。。    

        ****適用期間適用期間適用期間適用期間：：：：10101010666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03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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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