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2.10.(108)高市醫會總字第 061.-070.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有關醫師法第8條之2但書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20條所定「醫療機構間之 

            會診、支援」之適用情況一案，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1.23.高市衛醫字第 10830536000 號函辦理。 

      (二)「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依醫師法第 8條之 2 但書之意旨，屬免事先報准事項，醫療機 

          構設置標準第 20 條第 2 項並明定「醫療機構間之會診、支援，指未固定排班提供診療者而言」 

          ，爰衛生福利部已以 106 年 6 月 1日衛部醫字第 1060115743 號函釋 6種適用情事在案。 

      (三)本案依 107 年 11 月 19日及 107年 11 月 22日會議決議，修正衛生福利部 106年 6月 1 日衛 

          部醫字第 1060115743號函「未固定排班提供診療之會診、支援」，屬免事先報准之適用情況 

          如下：  

        1.遇有大量傷病患，需臨時增加醫事人員人力處理者。  

        2.對於緊急或重症傷病，需徵詢其他醫師意見者。  

        3.逾原報准支援之門診時段部分者。 

        4.原報准支援時段，臨時更換醫師·  

        5.住院病人在非報准支援期間，因病情需要，需原報准支援醫師處置者。  

        6.執行器官捐贈作業流程之腦死判斷。  

        7.執行器官摘取手術等醫療作業。  

        8.醫院與醫院間、診所與診所間，臨時性未固定排班提供診療者。  

      (四)前開大量傷病患及緊急或重症傷病之定義，請參照緊急醫療救護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至 

          屬於免事先報准之情況樣態，舉證責任在於醫療機構，為避免事後健保給付爭議，由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研議具體研判標準。 

二、主旨：轉知有關醫療機構刊登「無刀雷射」等廣告內容是否違反醫療法規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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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7.高市衛醫字第 10830380900 號函辦理。 

      (二)按衛生福利部 103 年 4月 9日衛部醫字第 1031662475 號函示略以：「..三、..醫療廣告刊登 

          醫療儀器之名稱、療程或效能等事項，應以核定之產品中文仿單刊登範圍為限。」。次按衛生 

          福利部 105 年 11 月 17日衛部醫字第 1051667434 號令公告略以「核釋醫療法第 86條第 7 款 

          所稱『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之範圍..五、誇大醫療效能或類似聳動用語方式(如:完全 

          根治、一勞永逸、永不復發、回春..等）之宣傳」。 

      (三)術式名稱「無刀雷射」之妥適性，查衛生福利部業以 104年 8月 21日衛部醫字第 1041666156 

          號函知地方政府衛生局，應輔導轄內醫療機構修正為「飛秒雷射白內障前置手術及老花矯正 

          手術」在案。 

      (四)上開術式名稱經再次函詢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其意見略以，不得使用「無刀雷射」，更不可 

          簡化為「無刀」一詞，以避免少數院所不當運用，造成民眾困擾。 

三、主旨：轉知「施行微菌叢植入治療之操作人員教育訓練採認及課程辦理須知」1份，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1.10.高市衛醫字第 10830127600 號函辦理。 

      (二)衛生福利部於 108 年 1月 3日公告醫療機構施行微菌叢植入治療之操作人員訓練課程內容， 

          醫療機構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施行微菌叢植入治療，應檢附旨揭訓練之課程完訓 

          證明。  

      (三)有關施行微菌叢植入治療之操作人員教育訓練採認，以及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之注意事項 

          ，將同步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網站（路徑：首頁／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醫事司/生醫科技及 

          器官捐贈/特定醫療技術及危險性醫療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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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旨：轉知有關行政院於108年1月2日公告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部分分級及 

            品項，並自108年1月2日生效，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 

            文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1.3.高市衛藥字第 10800022600 號函及 108.1.11.高市衛藥字第 

          10830287300 號函辦理。 

      (二)自公告日起，尚有留存 AMB-FUBINACA、Cl-Alpha-PVP、Kratom、CDMC 及 N-Ethylhexedrone 

          之機構業者，須依規定申請管制藥品登記證，並於業務處所設置簿冊，詳實登載管制藥品每 

          日收支結存情形，並定期申報；機構業者如欲使用前述品項進行醫藥教育研究試驗者，須事 

          前向衛生福利部提出使用管制藥品申請，經核准後始得使用；該等藥品之輸入、輸出、製造、 

          販賣、購買及使用等相關事宜，請確實遵照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規受罰。 

五、主旨：轉知「人體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辦法」第13條及第5條附表，業經衛生福利部 

            107年 12月 28 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8541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 

            (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1.7.高市衛醫字第 10740138800號函辦理。 

六、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函釋有關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執行預立醫療決定釋疑，詳細內 

            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1.15.全醫聯字第 1080000071號函辦理。 

      (二)病人自主權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略以，「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 

          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並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1項規定， 

          「醫療委任代理人不為本法第 10條第 3 項第 3 款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或經醫療機構確 

          認無法聯繫時，意願人之預立醫療決定，不予執行」，合先敘明。 

      (三)若意願人於特定臨床條件之預立醫療決定書中，勾選由醫療委任代理人(以下簡稱代理人)代 

          為表達停止或決定項目(即該決定書之第一部分選項 2及選項 3)時，醫療機構應聯繫其代理 

          人，並依前揭規定辦理之；若代理人無法聯繫或不代為決定時，則不予執行本法授權由代理 

          人代為表達之特定臨床條件之預立醫療決定。 

七、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Gilenya (Fingolimod)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及「Hydrochlorothiaz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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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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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5.全醫聯字第 1080000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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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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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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550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553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564


健保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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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5.全醫聯字第 1080000047 號函辦理。 

九、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末期腎臟病前期（Pre-ESRD）之病人 

             照護與衛教計畫」，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中下載參 

             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1.15.全醫聯字第 1080000052號函辦理。 

     (二)旨揭方案內容公告自 108 年起新加入方案院所均需符合該修訂之營養師資格規定；另已加入 

         方案院所，給予半年緩衝期，自 108年 7月 1 日起未符合資格者不得參加該方案。 

 

繼續教育課程  

十、主旨：本會 108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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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8 
12:30-14:30 

癌症的細胞免疫療法 
楊友華主治醫師- 
普懷醫學診所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3/5止 

108/3/14 
12:30-14:30 

醫師關於藥品副作用之
說明義務-在大法官釋字
767號之後 

廖建瑜法官-高等法院 專業法規 
即日起至 
108/3/11止 

108/3/22 
12:30-14:30 

人工生殖的現況與未來 
張旭陽教授-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婦產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3/19止 

108/3/29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
討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市立聯合
醫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8/3/26止 

108.2.10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C3%C4%AA%AB%B5%B9%A5I%AD%D7%A5%BF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561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69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70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71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672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2.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071.-078.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為因應流感流行期及儲備防疫量能，請會員加強落實相關感染管制措施，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08.1.31.疾管感字第 1080500049 號函辦理。 

(二)鑑於國內流感疫情持續升溫，且近期陸續有醫院群聚事件發生，為保障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健 

    康，並避免流感在工作人員與病人間互相傳播造成群聚感染，請會員依該署公布之「醫療照 

    護機構季節性流感感染管制措施指引」及相關查檢表，落實感染管制措施，並重申工作人員 

    健康監測與管理作為如下：  

1.宣導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若出現急性呼吸道症狀或癥候，應主動通報單位主管，並確實遵循呼 

  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及接受所需之醫療協助。  

  2.有發燒和出現呼吸道症狀或癥候的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建議停止工作至退燒後至少 24 小時 

    （指未使用退燒藥）；若是負責照護免疫力低下的病人(如造血幹細胞移植者），建議在工作人 

    員症狀出現後 7 天內或症狀緩解前(以時間較長者為主），暫時另外分配工作或暫停上班。 

  3.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的病假規定應具備非懲罰性、彈性和符合公共衛生等原則，允許和鼓勵疑 

    似或確診流感的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在家休養。醫院並應訂有適當的人力備援計畫，以及時因 

    應流感流行期間可能出現的人力減損情形。  

  4.工作人員於恢復工作後，仍應確實遵循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如仍有咳嗽和打噴嚏等症狀， 

    應於照護病人時全程佩戴外科口罩，並加強手部衛生（特別是接觸病人前後和呼吸道分泌物 

    後）。 

(三)請會員依據衛生局之相關規定及作業方式等，確實進行群聚事件監測通報，以有效掌控群聚 

    事件，達到早期偵測、早期防治流感之目標。  

(四)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醫療機構應依主管機關規定，執行感染管制工作，並防 

    範機構內發生感染。倘醫療機構違反規定，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得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規 

    定，得令限期改善，並得視情節輕重，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緩，或停止全部或 

    部分業務至改善為止。  

(五)有關查檢表及醫院感染管制其他應注意事項，請參閱該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傳染病介紹＞ 

    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醫療照護感染管制＞醫療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醫療照護機構季 

    節性流感感染管制措施指引」等相關內容。 

二、主旨：轉知重申有關國際醫療(美容醫療觀光)之相關廣告及收費規定，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1.21.高市衛醫字第 10830588800 號函辦理。 

      (二)為推動國際醫療(美容醫療觀光)，衛生福利部歷年修正相關法規如下：  

        1.103 年 1 月 24日衛部醫字第 1031660048 號函公告「醫療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容 

          許登載或播放之醫療廣告事項」，有關國際醫療服務事項之廣告，對於服務項目、費用及其優 

          惠措施之說明。  

        2.106年 10月 3日衛部醫字第 1061667283號函令發布「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參考原則」， 

          有關國際醫療之價格訂定，應以服務品質為評價基礎，對不具健保身分之非本國籍病人收費 

          無健保支付標準 2 倍上限之限制，惟收費項目及標準仍應報經所屬地方政府衛生局核准。  

      (三)有關「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參考原則」及「醫療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六款所定容許 

          登載或播放之醫療廣告事項」相關法規已置放於國際醫療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s: //www. 

          medicaltravel.org.tw/，下載檔案路徑：「國際醫療全球資訊網」＞「醫療動態」＞「政府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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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旨：轉知有關私立醫療機構變更負責醫師程序規定疑義一案，復如說明段，請  查 

             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1.25.高市衛醫字第 10830723600 號函辦理。 

      (二)按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月 4日衛部醫字第 1071668319 號函略以，「私立醫療機構僅單純更換 

          負責醫師，並未變更機構名稱、地址、建築物之樓地板面積及樓層、服務設施裝備，且醫事 

          人員及診療科別均維持現狀，於新舊負責醫師完成簽訂權利義務全部概括承受契約情形下， 

          、、、。」，上開維持現狀，係指變更負責醫師前後，該機構名稱、地址、建築物之樓地板面 

          積及樓層、服務設施裝備、醫事人員及診療科別均維持現狀；另新舊負責醫師簽訂權利義務 

          全部概括承受之契約，係雙方當事人基於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的法律行為，不以經法院公證 

          程序為限。 

四、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有關藥品未備或缺乏時，藥師執行調劑業務疑義一案，請  查 

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1.7.高市衛藥字第 10740135200 號函辦理。 

      (二)按藥師法第 17條規定：「藥師調劑，應按照處方，不得錯誤，如藥品未備或缺乏時，應通知 

          原處方醫師，請其更換，不得任意省略或代以他藥。」，同法施行細則第 14條規定：「本法第 

          17條所稱他藥，指不同成分、含量、劑量或劑型之藥品而言。」；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26條規定：「醫師處方之藥物未註明不可替代者，藥師(藥劑生)得以相同價格或低於原處方 

          藥物價格之同成分、同劑型、同含量其他廠牌藥品或同功能類別其他廠牌特殊材料替代，並 

          應告知保險對象。」 

      (三)另衛生福利部 107 年 8月 3日研商醫師處方箋標示之適法疑義會議決議，醫師基於醫療專業 

          判斷或個別病人病情需要，於處方箋上加註「藥品不得以其他廠牌替代」並無違法，但醫院 

          以制式格式於慢性病處方箋一律套印「處方箋上全部藥品不得以其它廠牌替代」，與醫藥分業 

          精神及藥師法相關規定，尚有未合，應請各級醫院改善。 

      (四)綜上，藥師調劑醫師處方如有藥品未備或缺乏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1.醫師處方之藥品名稱為商品名且註明不可替代：應通知原處方醫師，請其更換，不得任意省 

          略或代以他藥。  

        2.醫師處方之藥品名稱為學名或商品名加學名，且未註明不可替代：得以同成分、同含量、同 

          劑量或同劑型之其他廠牌藥品替代，並應告知病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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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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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9.高市衛疾管字第 10830573600 號函辦理。 

      (二)本(108)年截至 1 月 18 日為止，全國登革熱確診個案共 20例(本市 2 例），確診個案數比同期 

          增加 18 人，加上今年冬季溫度創 36 年來新高，有利環境中病媒蚊生長，為防止登革病毒於 

          社區中流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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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積極落實 T.O.C.C.(國內、外疫區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有群聚情 

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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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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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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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起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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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全聯會 108.1.16.全醫聯字第 1080000063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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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10 

七、主旨：轉知有關推動 108年「大腸癌篩檢醫療院所獎勵計畫」詳如說明段，請各醫療 

             院所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8.1.29.高市衛健字第 10830787500 號函辦理。 

      (二)為提升高轄區醫療院所對於大腸癌篩檢參與及民眾的便利性，藉由獎勵方式提高本市大腸癌 

          篩檢率。 

      (三)活動期間：108年 1月 1 日至 108年 11 月 30 日止。 

            (四)活動對象：加入健康便利站之基層診所及地區、區域醫院(排除本年度癌症防治品質精進計畫 

                    醫療院所及市立醫院）。 

            (五)執行方式：  

              1.篩檢對象：居住本市 50-69歲符合大腸癌篩檢資格之民眾。 

        2.獎勵條件：  

         (1)達陣獎：至少完成 50 人大腸癌篩檢，依醫療院所別分成以下兩組競賽方式進行。  

          a.基層診所：採用累計方式計算，依篩檢人數分成 6組，給予 1000-6000元禮券。 

          b.地區及區域醫院：採用累計方式計算，依篩檢人數分成 5 組，給予 1000-5000 元禮券。  

         (2)績優獎：至少完成 200人大腸癌篩檢，採累計制每年評比一次，並以下列加權方式(每完成 

1案/分）計算總積分，再以總積分排名，給予 1000-2000 元禮券。  

a.50歲首次大腸癌篩檢（1.5 分） 

b.51-69 歲大腸癌篩檢（1分） 

(六)審查標率： 

1.上半年統計至 108 年 6月 30日、下半年統計至 108年 11月 30日，請於期限前完成上傳，逾 

期不列入成績計算。  

2.完成篩檢人數依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癌症篩檢大乳口系統 108年 7 月 3日、108年 12 月 4 

  日報表為主。  

  3.篩檢統計完成後，予以函文通知符合得獎資格醫療院所至各轄區衛生所簽收及請領禮券。 

(七)如需詢問相關事宜，請電詢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承辦人蘇婉真小姐 07-7134000 轉 

    5102。 

八、主旨：轉知有關保險特約診所、藥局等非屬醫院層級之醫事服務機構，自所得年度107 

           年起，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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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網路月租費補助款 

           ，不入列「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給付總額，請會員依說明，辦理所得申報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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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4.全醫聯字第1080000003號函辦理。 

     (二)旨揭網路月租費補助款，健保署自所得年度 107年起，依下列方式辦理扣繳憑單開立作業：  

       1.屬醫院層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即特約類別為 1或 2或 3)，網路月租費補助 

         款列入扣繳憑單之給付總額。  

       2.診所、藥局等非屬醫院層級之醫事服務機構，網路月租費補助款不列入扣繳憑單之給付總額。 

     (三)另於「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請醫療費用分列項目表」，列示當年度該署補助網路 

         月租費金額。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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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8.2.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079.-081.號 

受文者：有關醫院 

一、主旨：轉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7年 12 月 26日修正發布「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 

            部分條文，名稱並修正為「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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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4.全醫聯字第 1080000050 號函辦理。 

二、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有關「精神科醫院評鑑及精神科教學醫院評鑑作業程序」 

            其 108 年度無異動，仍請依 107年 3 月 7日所公告程序辦理，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8.1.4.全醫聯字第 1080000051 號函辦理。 

三、主旨：轉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修正發布施行「放射線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 

            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8.1.15.全醫聯字第 1080000061 號函辦理。 

      (二)本次修正共 9條，其中新增第 45條第 2 項:修正主管機關得考量醫療需求之必要性與急迫性， 

          可逕公告得免申辦租借許可之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種類，以提升醫療機構執行民眾健康檢查 

          或篩檢之時效性與機動性。 

            (三)旨揭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詳洽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www. 

          aec.gov.tw/u/lawl)。如需詢問相關細節，請逕洽醫用科黃小姐(02-8231-7919 分機 2191)。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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