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12.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558.-568.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有關手術說明書是否為病歷及保存疑義一案，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10.19.高市衛醫字第 10737847000 號函辦理。 

            (二)查醫療法僅有手術同意書一詞，並無手術說明書，手術說明書應指手術相關說明資料，屬手 

                術同意書之一部分，爰除交付病人或被告知者外，應併同手術同意書留存。 

            (三)手術同意書是否為病歷一部分，查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福利部前身)及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手術 

                同意書格式，均已於「附註」敘明：「醫療機構查核同意書簽具完整後，一份由醫療機構連同 

                病歷保存，一份交由病人收執」，爰手術同意書並不等同病歷(行政院衛生署 99年 3月 25日 

                衛署醫字第 0990006877 號函諒達）。 

            (四)綜上，手術說明書屬手術同意書之一部分，雖不等同病歷，但應併同病歷保存。 

二、主旨：轉知幼童常規接種之活性減毒疫苗含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 疫苗） 

            、水痘疫苗及日本腦炎疫苗接種實務，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11.8.全醫聯字第 1070002083號函辦理。 

             (二)請會員依循下列活性減毒疫苗接種間隔規範執行接種： 

               1.現行幼童常規接種之活性減毒疫苗含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水痘疫苗及日本 

                 腦炎疫苗等三項，應儘可能安排同時間分開不同部位接種，確保疫苗接種效益。 

               2.活性減毒疫苗如未能同時接種，兩種疫苗應至少間隔 4週(28 天)再接種，切勿再縮短。 

               3.如有接種間隔不足，後一劑疫苗應進行補種，以避免該劑疫苗之免疫效果受干擾。 

             (三)為加強對活性減毒日本腦炎疫苗之認識，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業將該項疫苗之「接種實務 

                 Q&A」、「各項常規疫苗最小接種年齡與最短接種間隔」及「各項預防接種間隔時間一覽表」 

                 等資訊置於全球資訊網（預防接種專區→公費疫苗項目與接種時程→現行兒童預防接種時程 

                 ，或預防接種專區→常用預防接種資訊→預防接種問與答），以供參考。 

三、主旨：轉知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提供「亞培原味安素」等 6件產品新製 

            程相關資訊及照片，其相關資料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 

            中查詢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10.26.高市衛食字第 10738256100 號函辦理。 

            (二)有關「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簡稱亞培公司）先前「亞培原味安素」、「腎補 

                納」、「普寧勝」「管灌安素」、「健力體」、「愛美力 HN」等 6 件產品因質地問題而進行預防性下 

                架在案，依來函所附「亞培公司」107 年 10 月 5日切結書載明產品新製程之製造日期為 107  

                年 8月 31日，並提供新製程產品辨別方式說明文件及新產品照片，請會員落實預防性下架後 

                產品管理。 

            (三)另有關「亞培公司」產品相關疑義，逕洽詢該公司營養品法規事務部法規事務處長周月娥， 

                電話：02-25050828分機 8576，行動電話：0988-571-684 。 

四、主旨：轉知有關保險對象就醫時未帶健保卡，當天補繳健保卡後，請醫師實際評估病 

            患情形乙事，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11.8.全醫聯字第 1070002021號函辦理。 

            (二)請會員於保險對象就醫時未帶健保卡當天補繳健保卡後，請醫師實際評估病患情形，經診斷 

                需長期使用同一處方藥品治療，並經查詢健保雲端藥歷系統，了解保險對象於未補繳健保卡 

                期間，並未於其他院所領取同樣藥品，方可改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以確實守護民眾用藥 

                安全及避免健保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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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旨：轉知有關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師於執業處所外，為保險對象提供醫療服務， 

            依法令規定需向所在地主管機關事先報准，請會員確實依相關規定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10.25.全醫聯字第 1070002015號函辦理。 

            (二)依醫師法第 8-2條規定，醫師執業，應在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機構為之。但急救 

                、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應邀出診或經事先報准者，不在此限。  

            (三)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24 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師於執業 

                處所外，為保險對象提供之醫療服務，非依法令規定，經報准支援及報經保險人同意，本保 

                險不予給付。 

六、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長照專業服務手冊」，業經該部於 107 年 11月 6日以衛部照 

            字第 1071962102 號公告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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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16.全醫聯字第 1070002110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執行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服務項目「BAO8-足部照護」 

            人員應受訓練內容及適用個案，業經該部於 107 年 11月 6日以衛部顧字第 107196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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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16.全醫聯字第 1070002109 號函辦理。 

八、主旨：轉知全聯會「特定美容醫學手術醫師之資格認定作業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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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作業規範至全聯會網站 

            進行申請，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11.23.全醫聯字第 1070002112號函辦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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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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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聯會爰就特管辦法第 29條第 1 項，訂定「特定美容醫學手術醫師之資格認定作業規範」， 

                並於 107年 11月 1日邀集衛福部醫事司、特管辦法第 24 條相關專科醫學會與全聯會討論通 

                過，報請衛福部核備（衛生福利部業於 107 年 11月 20日衛部醫字第 1070136206 號函同意 

                備查）。  

            (四)爰請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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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作業規範提出申請，重點略以： 

              1.申請人應於全聯會網站（www.tma.tw)進行線上申請，填寫個人資料後取得申請編號，並於 

108年 3 月 5日前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匯款單與 30例以上手術案例之病歷 

影本、手術紀錄影本(醫師簽名)及病人手術同意書影本一式二份，至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106 台北市安和路一段 29號 9樓），並於信封註明申請編號。 

2.申請費用：以申請人申請手術項目計件，每件收取申請費新台幣六仟元整。複審案件，每件收 

取申請費新台幣三仟元整。 

3.審查結果將以掛號信函通知申請人，審查同意後，申請人得至全聯會網站下載證明。若對審查 

結果異議，得於通知函到 10 日內網站提出複審申請。 

九、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本辦法修正 

            條文、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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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全聯會 107.11.23.全醫聯字第 1070002904 號函辦理。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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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旨：轉知有關衛部醫器輸字第 026659 號「洢蓮絲植入劑」醫療器材許可證產品， 

            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評估，應比照玻尿酸皮下植入物注射劑類產品，於醫療機構注射該 

            產品前向病人說明相關處置，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為之，以確保病人術前已得知注射該產品 

            之可能併發症及處理方法，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7.11.8.全醫聯字第 107000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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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教育課程  

十一、主旨：本會 108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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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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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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1 
12:30-14:30 

近視如何治療的最新
發展 

梁中玲院長- 
亮晶晶眼科診所負責醫師 

眼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1/8止 

108/1/17 
12:30-14:30 

推廣醫師業務責任保
險說明會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 

無 
即日起至 
108/1/14止 

108/1/18 
12:30-14:30 

泛談婦科的新知 
詹德富部長- 
高醫大附設醫院婦產部 

婦產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1/15止 

108/1/25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
例討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
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1/22止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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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12.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569.-576.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有關自本(107)年 12月 1日起至明(108)年 3月 31 日止擴大公費流感抗病 

            毒藥劑使用條件案，請各院所依說明段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11.21.高市衛疾管字第 10738968900 號函辦理。 

(二)因應 107-108 年流感季流感流行高峰期之防疫需求，自本年 12 月 1日至明年 3月 31日擴大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條件，擴大條件為「有發燒之類流感患者，且家人/同事/同班同學 

                有類流感發病者」1項，並同步修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對象一覽表」，該一覽表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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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另為確保藥劑供應無虞，請各院所依往年流感季擴大用藥經驗，及早妥善評估藥劑之需求， 

                並應控留部分藥劑作為彈性調撥之用，倘有不足，應及早向轄區衛生所提出申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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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22.高市衛疾管字第 10739042600 號函辦理。 

            (二)本(107)年度 11月 14 日本市出現第 12例本土登革熱個案，該案居住於前金區林投里 70多歲 

                男性，11月 11日自覺體溫偏高自行服用退燒藥，11 月 12日因發燒、喉嚨痛至診所就醫，診 

                斷為感冒，11月 13日出現肌肉酸痛、紅疹等疑似登革熱症狀，當日晚間因呼吸困難，由救護 

                車送至醫院急診並轉入加護病房治療，經抽血登革熱 NS1快篩檢驗陽性，隨即通報疑似登革 

                熱及安排住院防蚊隔離，11月 14日經中央疾病管制署綜合研判該個案為登革熱確診個案 

                （IgM陽性、IgG 陰性、PCR陽性、病毒型第四型）。  

            (三)截至 11月 20 日為止，全國本土確診登革熱病例共 177例(本市 12例），由於目前仍為登革熱 

                流行期，為防止登革病毒跨冬流行，籲請醫療院所提高對登革熱疑似病例的通報警覺性，診 

                療病患時如遇不明原因發燒患者，務必積極詢問 T.0.C.C.(國內、外疫區旅進史、職業別、接 

                觸史及是否有群聚情形），如發現符合登革熱通報定義之疑似病例，應立即進行通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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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旨：轉知有關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原訂將於 107年 12月 1日取消特材品項「”愛 

            惜康”普克美釘合器」（特材代碼：SASO3CDHXXET、SASO3SDH21JJ)暨「”愛惜康”縫合釘」（特 

            材代碼：SASO2TLHNNJJ、SAUO1TRH90JJ）之健保給付，經確認，更正自 108年 1月 1 日起取消 

            健保給付一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11.20.高市衛藥字第 10738867200 號函辦理。 

            (二)依該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6-1條規定，註銷品項自保險人通知日之次次月一日起 

                取消給付，故旨揭特材將自 108 年 1月 1日起取消健保給付。 

            (三)相關資料可於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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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醫療器材許可 

證註銷將於 108 年 1 月 1日取消健保給付特材品項表）。 

四、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門診透析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 

            」，其詳細內容檔案同步放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路徑為：首頁/醫事機構/醫療費用支付/醫療費 

            用給付規定/全民健保總額支付制度/107年度/門診透析服務，請自行下載使用，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7.10.25.全醫聯字第 1070002011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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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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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25.全醫聯字第 1070002010號函及 107.11.8.全醫聯字第 1070002076號函辦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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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0月 8 日 

             版）」，自 108 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10.26.全醫聯字第 1070002022 號函及 107.11.30.全醫聯字第 1070002899 

                號函辦理。 

            (二)為考量臨床醫療實務需求及彈性，除原設計不列入重複用藥計算之虛擬醫令 ROOl〜R004外， 

                另新增 R005(R005：民眾健保卡加密或其他健保卡問題致無法查詢健保雲端資訊，並於病歷中 

                記載原因備查。），內容請詳參「因應重複開立藥品特殊情形之增修訂門診暨交付機構醫療費 

                用申報格式之虛擬醫令」。 

            (三)旨揭管理方案中央健保署採取之配套措施，相關資料亦置於「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 

                路徑：下載專區/保險對象用藥管理） 

            (四)因應旨揭管理方案修訂，該署更新略以: 

              1.更新「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相關問題 Q&A」。 

              2.更新「醫院開立處方之用藥諮詢聯絡窗口」。 

              3.更新中央健康保險署分區業務組聯繫窗口（路徑：聯絡窗口/保險對象用藥管理。） 

            (五)上開「醫院開立處方之用藥諮詢聯絡窗口」，係供社區藥局或醫療機構藥師與原處方院所溝通 

                之用，如遇有交付處方箋有重複用藥問題，可應用此資料聯繫原開立處方醫療院所。 

            (六)全聯會業於 107年 11 月 7日函建議該署旨揭方案內容，先為期半年輔導期，期間暫不核減重 

                複藥費，並提供「當季用藥重複明細與預計核和金額」資訊，以利院所參酌。另建議該署增 

                訂因應特殊情形之虛擬醫令「R006:醫院轉出(或回轉)之病人，經院所查詢健保雲端藥歷系 

                統，確定病人餘藥日數後，因病情需要開立相同處方，提醒餘藥日數，並於病歷中記載原因 

                備查。」項目。 

七、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大腸鏡檢查適當性」、「FORTEO藥品使用適當性」、「心臟 

            科套裝檢驗檢查申報合理性」及「ABO 血型及 RH 因子重複申報」等 4 項管理專案案例，供會員參 

            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11.18.全醫聯字第 1070002079號函辦理。 

            (二)中央健保署說明略以，為促使醫療資源合理分配及合理健保給付，建置「健保醫療資訊雲端 

                查詢系統」及「重要檢驗檢查項目結果共享制度」，電腦系統提醒醫師該病人近期治療情形及 

                提示最近 6 個月內 20 類重要檢查(驗)結果，供醫師掌握病人用藥、檢查(驗)資訊及手術內容。 

(三)基於尊重醫療自主性前提下，屬必要執行，請醫師於病歷上詳細記載，另該署亦將利用大數 

據分析篩異管理。 

(四)相關管理專案案例，置於該署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下載專區/其他/院所申報項目管理 

案例回饋。 

八、主旨：轉知有關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網路頻寬輔助方案相關事宜，全聯會提供相關說 

             明，詳細說明內容請各基層診所請至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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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22.全醫聯字第 1070002913 號函辦理。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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