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9.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399.-412.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請會員注意「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屆滿前 6個月辦理執業執照更新」、「辦 

            理停業或歇業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辦理」，以免受罰，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8.6.高市衛醫字第 10735924500 號函辦理。 

            (二)按「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第 7條規定：「醫事人員辦理執業執照更新，應於其 

                執業執照應更新日期屆滿前 6個月內，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及繳納執業執照費，向 

                原發執業執照機關申請換領執業執照…」，醫事人員「執業應更新日期」皆載明於執業執照之 

                正面。 

            (三)各該醫事人員法皆有明文規定：「停業或歇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報請原發執 

                業執照機關備查。」，醫事人員執業執照背面有載明「離職或異動時請於 30 日內辦理註銷或 

                變更手續」。 

二、主旨：轉知疾病管制署新增「醫療機構新生兒與嬰兒照護單位感染管制措施指引」，已 

            公布於該署全球資訊網，請各會員自行下載參考運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8.7.高市衛疾管字第 10735924100 號函辦理。 

           (二)疾病管制署經參考國內外相關指引，並徵詢國內專家委員意見後，完成旨揭指引，以提供醫療 

               機構新生兒與嬰兒照護單位、依臨床實務及現況所需，參考內化於臨床作業流程中，並落實執 

               行。  

           (三)疾病管制署另依據前揭指引及相關文獻，配合修正 6 月份公布之「醫療機構及產後護理機構因 

               應腸病毒疫情感染管制措施」教育訓練教材內容，提供醫療機構於辦理腸病毒防疫教育訓練參 

               考運用。 

           (四)旨揭指引及教育訓練教材公布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專業版首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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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下。 

           (五)有關本市醫療院所因應腸病毒疫情查核缺失魚骨圖，提供會員持續追蹤辦理，俾利有效阻斷病 

               原傳染之風險，以有效落實感染管制措施，該魚骨圖請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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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旨：轉知「人工生殖子女親屬關係查詢辦法」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7 年 8 月 21 日以 

            衛授國字第 1070402117 號令修正發布，詳細內容請至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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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24.全醫聯字第 1070001203 號函辦理。 

四、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修訂「前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9月 13 日署授食字第 10014 

            04945 號公告『含 pioglitazone 成分藥品之再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業經衛生福利部 107 年 7 月 

            31 日以衛授食字第 1071405815A 號函發布，詳細內容請至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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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10.全醫聯字第 1070001070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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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206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241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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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旨：轉知全聯會建請衛生福利部有關醫師執業執照逾期未換照，依法將遭受罰緩， 

            且無法申請健保醫療費用一案，該部函覆詳細內容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 

            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7.30.全醫聯字第 1070001023 號函辦理。 

            (二)依全聯會於107年 5月 2日以全醫聯字第1070000586號函建請衛福部將醫師執業執照效期比 

                照專科醫師證書，可書面申請展延並有半年緩衝期，並落實對醫師執業執照到期之 e-mail 

                通知作業；並建議衛福部中央健保署之雲端系統讀卡設定，以醫師卡登入健保雲端查詢系統 

                時，自動跳出執照即將到期之警示畫面提醒。 

            (三)有關建議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之雲端讀卡設定，以醫師卡登入健保雲端查詢系統時，自動 

                跳出醫師執業執照即將到期之警示畫面提醒乙節，經健保署說明如下：此項警示作業，將使 

                無論有無到期的醫師，每次插卡均須待系統勾稽醫事人員執照效期、判斷、回傳再顯示於雲 

                端系統，除增加全體醫師之等待時間外，進而影響查詢雲端之作業效能，有悖系統建置之目 

                的。  

            (四)另建議將醫師執業執照效期比照專科醫師證書，可書面申請展延，並有半年緩衝期乙節，基 

                於本項建議係為減少醫師逾期更新執業執照，本部醫事系統已提供醫事人員執業執照到期前 

                以電子郵件通知之頻率，分別為到期前 6個月、3 個月、1個月、10 天、7天、3天及 1天等 

                共 7 次，電子郵件地址若有變更，亦可隨時登入醫事系統入口網之個人資訊欄位進行變更； 

                且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系統及執業執照，均已載明應更新日期，亦有隨時提醒之效。 

            (五)請會員若有變更電子郵件地址，應登入衛福部醫事系統入口網(https//ma.mohw.gov.tw/ 

                maportal/)之個人資訊欄位進行變更，以利接收該系統之執照到期提醒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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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10 

六、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 107 年 9 月 1日起將全面實施「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 

            統跨院重複開立醫囑主動提示功能」政策，詳細內容及李署長伯璋致各位醫療先進函請至本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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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17.全醫聯字第 1070001074 號函及 107 年 9 月 3 日健保署高屏業務組醫療費用 

科 e-mail 辦理。 

七、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 

            附表一，詳細內容請至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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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27.全醫聯字第 1070000997 號函辦理。 

八、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院總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表 

            一，詳細內容請至本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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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17.全醫聯字第 1070001091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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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189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229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187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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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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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24.全醫聯字第 1070001115 號函辦理。 
 

繼續教育課程   

十、主旨：本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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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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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                                                                    1 

十一、主旨：本會辦理「人文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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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主題 主講人 報名截止日 

107/10/3 

12:30-14:30 

手機攝影講座-生活科技之一 

先生必修的手機攝影 
王小路老師 

即日起至 

107/9/28 止 

107/10/17 

12:30-14:30 

手機攝影講座-生活科技之二 

帶著手機去旅行 
王小路老師 

即日起至 

107/10/12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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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報名截止日 申請積分類別 

107/10/5 

12:30-14:30 

急性中耳炎、過敏性鼻炎、急

性鼻竇炎的門診治療 

王凌峰主任- 

高醫大附設醫院耳鼻喉部 
即日起至 

107/10/2 止 

耳鼻喉科. 

家醫科.一般科. 

107/10/12 

12:30-14:30 
糖尿病的注射治療與 GLP1 

李美月主任- 

高醫大附設醫院新陳代謝科 

即日起至 

107/10/9 止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107/10/19 

12:30-14:30 

我這樣治療錯了嗎?-- 

醫療現場的性騷擾 

楊碧瑛檢察官- 

台灣高等檢察署 

即日起至 

107/10/16 止 

專業倫理 

107/10/26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討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大附設醫院 

即日起至 

107/10/23 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C3%C4%AA%AB%B5%B9%A5I%AD%D7%A5%BF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573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574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575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576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577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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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會員二日遊活動＞ 
活動日期： 107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中午出發∼11月 18 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新天地西洋博物館  ★台中花卉博覽會    

行程規劃： 
 

第 1 天 
11 月 17 日 

(星期六) 

高雄市醫師公會(集合一) �文化中心五福路(集合二) �午餐/便當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台中清新溫泉酒店+晚餐(桌菜) 
 

 

  12：00 高雄市醫師公會(集合點一)準時出發    午餐：便當 

  12：15 高雄文化中心五福路(集合點二) 

  13：30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位在台南市烏山頭水庫旁，前身為國立台南藝術學院，由知名建築教育長老 

         漢寶德先生所創立。身處在優美的風景中，再配上校園內的古意盎然，儼然是一個寧靜優雅的古 

         代環境。在校園內也隨處可以見學生的藝術創作，如同美術館般，每個角落都值得你駐足欣賞， 

         不管身在何方，望過去的畫面都如同一幅畫。 

  16：00 入住台中清新溫泉酒店 

  18：30 晚餐-台中清新溫泉酒店/桌菜 

 
第 2 天 

11 月 18 日 
(星期日) 

新天地西洋博物館 �午餐 �台中花卉博覽會 �豐原採果趣 �晚餐 �甜蜜的家 

  *原安排新社花海因今年展期12月才開始，故改至台中花卉博覽會* 
  11：00 離開飯店 

  11：30 新天地西洋博物館�「這裡的收藏品，都是新天地經營者近五十年來的收藏，其中還有來自富比士 

         的拍賣品，絕對讓人大開眼界！進入室內，滿室的西洋華麗風格，讓人若宛穿過空間之門來到歐洲 

         ，歡迎來到新天地西洋博物館。 

  12：30 午餐/新天地西洋博物館 

  14：15 台中花卉博覽會�期盼藉由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邀請民眾一起反思人類與自然的親密關係 

         ，用心傾聽大自然欲傳達的訊息。向世界訴說一個全新的觀點，具有溫度的 GNP。臺中花博的三個 

         展區，正是 GNP 的具體呈現，以「不破壞、只優化」為設計理念，我們相信，生產、生態及生活之 

         間，可以取得完美平衡，當大自然變得更好，人類也可從中汲取源源不絕的活力，形成善的循環。 

  16：10 採果趣�來果園聽導覽~採橘子~吃到飽。 

  18：30 晚餐/嘉義桃花源餐廳 

  21：00 抵高雄溫暖的家 

 

團費部分：（含早午晚餐、門票、礦泉水、保險、車資、司領小費） 

   景觀二人房 6340 元/人    清新二人房 6140 元/人    清新四人房：5090 元/人 
 

補助費用：參加會員每人補助 1000元，眷屬自費。 

參加人數：以 70人為限。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9月 20 日或額滿為止。 

＊請各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報名時請提供參加者之生日、身分證字號，俾為投保旅遊險之用＊ 

＊為確定參加名額，只接受現場報名同時繳費完成者為優先＊ 

＊報名截止日後，無法成行者恕不退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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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主旨：為增進會員間之情誼，本會舉辦『會員中秋聯誼晚會-上海之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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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9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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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寶國際飯店 2樓國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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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7 日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俾便統計人數籌備餐點事宜。 

 

十四、主旨：本會舉辦第二十一屆保齡球賽，請各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比賽時間：10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日)下午 3:00 報到   下午 3:31 開始比賽 

              (二)比賽地點：快樂保齡球館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 100 號，(07)223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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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截止。 

              (五)比賽方式：1.分為一般組及長青組(民國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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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欽 程 

請沿虛線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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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第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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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413.-49.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有關國際移工冒用健保卡就醫事件一案，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8.10.高市衛醫字第 10736140100 號函辦理。 

            (二)依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 3 條規定略以：「保險對象至特約醫院、診所或助產機構就醫或 

                分娩，應繳驗下列文件：一、全民健康保險憑證（以下稱健保卡）。二、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 

                以證明身分之文件。但健保卡已足以辨識身分時，得免繳驗。」，次按同辦法第 7 條規定略以：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接受保險對象就醫時，應查核其本人依第 3 條第 1項及第 2 項應繳驗之 

                文件；其有不符時，應拒絕其以保險對象身分就醫。」。 

            (三)邇來有國際移工冒用合法居留移工身分至醫院就診，隱瞞真實身份，規避妨礙衛生單位疫情 

                調查之情事，請各院所依前項規定確實查核病患就醫身分，如有不符者，應拒絕其以保險對 

                象身分就醫。 

二、主旨：轉知有關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為協助特約醫療院所逕依就醫者主訴診斷並申報職 

            業傷害門診醫療費用，特訂定應行注意事項與作業流程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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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3.全醫聯字第 1070001037 號函辦理。 

三、主旨：轉知有關在全聯會幹部持續努力協助下，今(107)年獲行政院同意擴大公費疫 

            苗接種處置費補助，每劑補助 100 元，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8.16.全醫聯字第 1070001106 號函辦理。 

            (二)今(107)年再獲行政院同意擴大依接種劑次補助公費疫苗接種處置費，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 

                ，補助範圍包含兒童各項疫苗入國小前之應接種劑次及 75 歲以上長者肺炎鏈球菌疫苗，並按 

                接種劑次核計，每劑補助新台幣 100 元，追溯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計算，補助達 4億元，請 

                各合約醫療院所多加留意申報規定；同時感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及疾病管制署等對全國兒 

                童健康促進與維持的支持，對醫療院所常年義務接種公費疫苗醫師是肯定，更是專業尊重的 

                開始。 

            (三)衛生福利部公告「107 年度公費疫苗接種處置費擴大補助作業計畫」之相關規定詳細內容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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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因應「Valsartan（高血壓藥品）」原料藥異常事件，「門 

            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107 年第 3 季超過管理閾值之院所以輔導機制進行，不進行 

            費用核扣作業，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8.24.全醫聯字第 1070001109 號函辦理。 

            (二)中央健保署業於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放置本事件後續因應說明文件，敘明為保障病人 

                利益及確保病人無停藥問題，建議病人儘速回診，與醫師討論相關用藥事宜，若涉重複用藥， 

                院所得於申報費用時申報虛擬醫令「R003 因病情變化提前回診，經醫師專業認定需要改藥或 

                調整藥品劑量或換藥者」並於病歷紀載。 

            (三)考量前開旨揭方案以病人安全為中心，為避免影響民眾用藥權益，107 年第 3季超過管理閾 

                值之院所以輔導機制進行，不進行費用核扣作業。 

五、主旨：轉知全聯會函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釋示 107 年 4 月 27 日「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辦法」公告修正後所衍生相關疑義，及該署函復說明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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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8.全醫聯字第 1070001067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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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基層診所參加「健保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網 

            路月租費補助說明供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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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24.全醫聯字第 1070001125 號函辦理。 

            (二)中央健康保險署於 107 年 7 月 17 日因應健保雲端數位政策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中表示，「鼓 

                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並無逐年遞減補助網路頻寬月租費之規劃，中 

                央健康保險署亦不會強制診所升級頻寬方案，依實際使用，診所申請一般型 6M/2M-1,702 元 

                方案已經足夠使用，並提供說帖供會員參考。 

七、主旨：轉知再次請各院所，若有因醫藥分業制度引發民眾領藥不便之事實，請隨時不 

            吝提供相關具體案例給本會，俾以轉全聯會向主管機關或立法機關反應改善，以維醫師專業權益 

            ，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8.24.全醫聯字第 1070001205 號函辦理。 

            (二)近來據會員反應，因藥價調整，時聞民眾反應藥局領不到藥之情事，為蒐集因現行醫藥分業 

                制度引發民眾領藥不便之實際具體案例，再次建請會員，若有相關案例，敬請隨時不吝具體 

                呈現提供，俾以彙整後研析相關策略，俾以向主管機關或立法機關反應改善，以維醫師專業 

                權益。 

八、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7 年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2.0 典範選拔 

            、創意提案與徵文方案」，請會員踴躍參加。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9.5.高市衛健字第 10736670401 號函辦理。 

            (二)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為因應國內高齡人口快速增加，自 100 年起始於醫院推動高齡友善健 

                康照護機構認證，並於 102 年起擴展至其他類型健康照護機構(衛生所及長照機構)，截至 106 

                年 12 月底，全國已有 469 家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182 家醫院、216 家衛生所、1家診所及 

                70 家長照機構）。  

            (三)旨揭方案包含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2.0 典範選拔、創意提案與徵文共三項競賽，請會 

                員踴躍參加創意提案及徵文方案。  

            (四)有意願參加者請於107年9月28日前向旨案委辦單位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報 

                名，相關文件電子檔請務必自該署網頁下載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 

nodeid=539&pid=9458。(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首頁/健康主題/全人健康/銀髮族健康/健康 

照護機構/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 

            (五)本案若有疑義可逕洽嘉義基督教醫院計畫連絡人：李佩軒專員及黃冠雅專員。 

                (電話：05-2765041 轉 6173 或 6175；電子郵件：afhccych@gmail.com；地址：600 嘉義市東 

                 區忠孝路 539 號）。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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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健保相關業務宣導 

依 107 年 9 月 5 日西基總額共管會議決議辦理 

一、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下稱雲端系統) 

     ※基於診療目的及舉證病情需要，雲端資料可以滑鼠右鍵複製病人醫療資料並貼至病歷之功能，並提示｢複製病人

醫療資料應符合診療目的之用，否則自負相關法律責任」文字。 

     ※新增「跨院重複開立醫囑主動提示功能(API)」，檢核範圍: 60 類藥品、53 項具實證醫學指引的檢查檢驗品項。 

※自 107 年 1 月起，提供 6個月內醫院上傳成功之檢查檢驗結果及 2個月內上傳的醫療影像(電腦斷層(CT)、磁

振造影(MRI) 、超音波、鏡檢及 X光等)。 

※於 107 年 7 月 31 日新增調整下列項目： 

       (1)「檢查檢驗結果」頁籤新增「院所上傳影像品質通報」功能。 

       (2)「ATC3 名稱」欄位之「N05  (Psycholeptics) ；N06(Psychoanaleptics)」等二項精神用藥品項，調整以英

文方式呈現。 

   ※雲端藥歷頁籤新增藥品療效不相等通報功能 

� 「藥品療效不等」：係指同一位病患更換使用不同廠牌之同成分、同劑型、同劑量藥品後，出現藥效改變(

例如：增強、減弱)或不良反應的現象。由醫師或藥師於頁籤上進行「藥品療效不等」通報做為後續藥品療

效的評估與追蹤。 

� 通報功能建置於雲端藥歷頁籤，作為藥品療效通報管道。 

二、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專款預算新增五項診療費用 

     ※107.6.28 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項目，並自 107.7.1 生效，依據西

醫總額部門之「鼓勵院所建立轉診之合作機制」專款預算，新增鼓勵院所雙向轉診之五項診療項目： 

(1)辦理轉診費回轉及下轉：使用電子轉診平台（01034B，500 點）、未使用電子轉診平台(01035B，400 點)。 

 (2)辦理轉診費上轉：使用電子轉診平台（01036C，250 點）、未使用電子轉診平台（01037C，200 點）。 

(3)接受轉診門診診察費加算(01038C，200 點）。 

    ※轉診支付標準申報方式：問答輯已於本署全球資訊網公布。首頁/網站資訊/重要訊息/厝邊好醫師 社區好醫院 

(1)轉出及轉入院所之醫令執行時間起迄，一律填報轉診單開單日期。另需填報轉往之醫事機構代號或轉診來源

之醫事機構代號。 

   (2)辦理轉出院所確認轉入院所受理轉診後即可申報轉診費，惟轉診費用點數先申報為 0。 

   (3)本署勾稽確認病患實際就醫情形後，每季統一辦理補付。 

   (4)現行同體系院所之認定，若院所對名單有所意見，請提出具體理由及相關證明，依程序提案至會議討論。 

(5)使用電子轉診平台之轉出院所可先申報「以電子平台轉診」項目，惟後續經本署勾稽轉入院所若非使用電子轉

診平台，則將改支為非電子轉診平台醫令。 

  ※對於診所接受醫院下轉患者，建議延續以原醫院原照護品質與模式提供醫療服務（如：藥品內容項目、慢箋開立    

    長天期調劑次數方式），並強化提供初級照護與預防保健。 

  ※107 年於「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使用電子轉診平台轉出、轉入每筆各 5點 );「全民

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品質指標 3分)提供誘因鼓勵正確申報轉出、轉入院所代碼【門診醫療費用

點數申報格式點數清單段 IDd16 轉診案件註記、IDd17 轉診之服務機構代號、IDd18 轉出代碼等欄位】。 

三、Valsartan（高血壓藥品）回收事件後續因應說明 

 (一)尚未領藥，是否可以改以其他廠牌替代： 

   1.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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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是處方上已註明不可替代者，建議仍應洽開方醫師確認，是否同意改以他廠牌藥品替代。 

(二)已領藥，但是有剩藥，是否可以更換為其他廠牌藥品：依食藥署對外之說明，該等藥品主要用於高血壓等需

定期服藥控制之疾病，故不建議任意停藥，應儘速回診與醫師討論，處方其他適當藥品。建議病人應盡速回診，

若涉重複用藥，院所可於申報費用時使用 R003 註記，即病情變化需要之改藥或調藥，並於病歷上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