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6.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251.-265.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有關本市人權委員會建議針對初診單上的欄位仍有性別及婚姻狀況做全面 

            檢視、宣導與改善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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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4.高市衛醫字第 10733081200 號函辦理。 

            (二)查醫療法規並無「初診單」一詞，衛生福利部亦未訂定相關格式供醫療機構使用，請診所依 

                科別所需、法令規定收集病患資料，並全面檢視初診單格式，以兼顧人權保障並避免不必要 

                之爭議。 

二、主旨：轉知有關依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應行公告之「管制藥品分級及 

            品項」部分分級及品項，業經行政院於 107 年 5 月 11 日以院臺衛字第 1070015527 號公告修正， 

            並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5.14.高市衛藥字第 10702649200 號函及 107.5.21.高市衛藥字第 

                10733666700 號函辦理。 

            (二)本次公告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如下：  

              1.增列 1-(塞吩-2-基)-2-甲基胺丙烷[1-(Thiophen-2-yl)-2-methylaminopropane、Methiopr- 

opamine、MP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增列甲基苄基卡西酮(Methyl-N-benzylcathinone、Benzedrone、MBC)為第三級管制藥品，包括
2-Methyl-N-benzylcathinone(2-MBC)、3-Methyl-N-benzylcathinone(3-MBC)及 4-Methyl- 
N-benzylcathinone(4-MBC)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三)自公告日起，尚有留存 MPA 及 M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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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該等藥品之輸入、輸出、製造、販賣、購買及使用等相關事宜，請確實遵照管制藥 

 品管理條例規定，以免違規受罰。 

           (四)有關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部分分級及品項表請至 http：//odm.kcg.gov.tw/thpg/ 

 public/AttachDownload.jsp 下載」。 

三、主旨：轉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診所及醫事機構申請開業應檢附文件資料」修正版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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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7.5.17.高市衛醫字第 10733622400 號函辦理。 

            (二)衛生福利部 106 年 9 月 4 日衛部醫字第 1060024332 號函譯:「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醫 

                療機構依本法第 15 條規定申請開業，應檢附下列建築物使用執照之用意，係為審核是否為合 

                法建築物。至於可否以其他文件代替證明之，涉及建築相關法規，仍請由建築物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三)囿於建築物型態眾多，有關醫(事)療機構申請設立，申請人應檢具建築物使用執照，倘其建 

築物如於建築法施行前(60 年 12 月 22 日)已使用之建築物，應請申請人至建築主管機關發給 

合法房屋證明文件，上開證明未記載面積者，另應備地政單位核發之載有面積大小之保存登 

記證明文件，必要時將請建築主管機關審核，以利申辦案件順利進行。 

四、主旨：轉知「通訊診察治療辦法」業經衛生福利部107年5月11日已以衛部醫字第107 

            1662596號令訂定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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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全聯會107.5.15.全醫聯字第1070000657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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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10 

五、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長照服務特定項目」，並自即日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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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29.全醫聯字第1070000694號函辦理。 

            (二)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訂定長照服務特定項目如下：  

1.長照機構針對長照服務需要者提供之身體照顧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家事服務、臨時 

  住宿服務、住宿服務、醫事照護服務。  

                2.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提供之喘息服務。  

                3.長照需要之評估服務。 

六、主旨：轉知有關會員參加電視談話性節目，請會員注意，應謹言慎行，避免浮誇言詞 

            ，以免影響醫師專業形象，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7.5.4.全醫聯字第 1070000554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請會員提供因醫藥分業制度引發民眾領藥不便之具體案例，俾以向主管機 

            關或立法機關反應改善，以維醫師專業權益；並為具體呈現醫藥分業制度對民眾就醫權益及對醫 

            療院所造成之影響，建請會員應遵守法令規定，勿因順應病人領藥便利，違反相關法規，使違法 

            壓力由醫界承擔，反而無法讓事實呈現，造成主管機關之忽視，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7.5.21.全醫聯字第 1070000650 號函辦理。 

            (二)醫藥分業自民國 86 年實施以來，醫師調劑權受到限縮，全聯會為徹底解決醫藥分業對民眾就 

                醫權益及對醫療院所造成之影響，並呈現(凸顯)實際面臨的問題，建請會員應遵守法令規定， 

不再為避免醫療風險，順應病人，而掩蓋醫藥分業所造成的問題，進而使主管機關忽視問題 

存在，醫界亦無推動修正相關法規之著力點。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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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建請會員，若有相關案例， 

                敬請隨時不吝具體呈現提供，俾以彙整復研析相關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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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taminophen、Methotrexate、Lamotri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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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全醫聯字第 1070000574、1070000662、107000680 號函辦理。 

 

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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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許可證暨相關資料查詢作業 

回收：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資訊查詢/產品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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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旨：轉知「全民健康保險轉診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十條及第四條附表一、第七條 

            附表二，業經衛生福利部於107年4月27日以衛部保字第1071260206號令修正發布，修正內容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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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4.全醫聯字第1070000583號函辦理。 

十、主旨：轉知「鈦合金加長型伽瑪髓內釘組(長度180mm以上)為全民健康保險自付差額 

          之特殊材料品項類別」，業經衛生福利部於107年5月14日以衛部保字第1071260225號公告發布， 

            並自107年6月1日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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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22.全醫聯字第1070000666號函辦理。 
 

繼續教育課程   

十一、主旨：本會 107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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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辦 

107/7/13 

12:30-14:30 
老年的營養照護 

侯孟伶營養師-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即日起至 

107/7/10 止 
家醫科.一般科.  

107/7/18 

12:30-14:30 

從病人自主權看病人的

善終權 

劉越萍醫師- 

衛生福利部簡任技正 

即日起至 

107/7/13 止 
專業倫理 

 

107/7/20 

12:30-14:30 

糖尿病與 CKD 的治療新

趨勢 

楊智超主治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腎臟內科 

即日起至 

107/7/17 止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百靈佳 

107/7/27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

討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長庚兒

童醫院 

即日起至 

107/7/24 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十二、主旨：轉知高雄市診所協會舉辦「青春痘治療新趨勢—從青春痘看皮膚醫美的發展」 

              學術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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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是否成功請於報名截止後電話詢問 07-5223557 陳小姐。 

2.電話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向該協會電話報名 07-5223557 陳小姐。(上午 12:00 前)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積分 報名截止日 協辦 

107/7/6 

12:30-14:30 

青春痘治療新趨勢— 

從青春痘看皮膚醫美的發展 

蔡佳祝醫師- 

蔡佳祝皮膚科診所 

皮膚科.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7/7/3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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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6.10 

十三、主旨：轉知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舉辦「失眠症」學術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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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是否成功請於報名截止後電話詢問 07-3450903 林小姐。。 

2.電話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期前向該協會電話 07-3450903 報名林小姐。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積分 報名截止日 協辦 

107/7/12 

12:30-14:30 
失眠症 

唐子俊醫師- 

唐子俊診所精神科 

精神科. 家醫科.

一般科. 

即日起至 

107/7/9 止 
大昌華嘉 

十四、主旨：轉知有關107年度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訓練課程相關資訊，請醫療院所之專科 

            醫師(除家庭醫學科及內科專科外)報名參訓，一同加入推動成人預防保健行列，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5.21.高市衛健字第10733674000號函辦理。 

              (二)依據「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第六點第8項規定：【申請辦理成人預防 

                保健「健康加值」方案者，應有登記執業並符合「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三條所規定 

                之專科醫師；除家庭醫學科及內科專科醫師外，新申辦之執行科別醫師，均應接受相關訓練 

                通過後，始能取得辦理本方案之資格。】 

            (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為提升民眾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可近性及醫事機構服務之量能， 

                委託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規劃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訓練課程」 

           (四)詳細課程資訊請參閱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網站之新聞焦點（https://goo.gl/iMUYn8)，若有 

相關問題請洽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李小姐，電話：O2-2331-0774 分機21。 

活動                   

十五、主旨：轉知查報『資深醫師』行醫滿 40 年(於民國 67 年 12 月底前)、45 年(於民國

62 年 12 底前)、50 年(於民國 57 年 12 月底前)、55 年(於民國 52 年 12 月底前)、60 年(於民國

47 年 12 月底前)、65 年(於民國 42 年 12 月底前)及行醫滿 70 年以上，取得醫師資格並執行醫

療業務，在行醫期間未曾停業、歇業且未曾受表揚之醫師向本會報名，以憑轉報全聯會於 107

年 11 月 12 日第 71 屆醫師節慶祝大會中表揚。 

        說明：(一)退除役醫師持有總統任命為軍醫官任官令或將級以上主管發布之軍醫任職令者，其執行醫

療業務年資，得以自取得總統任官令或軍醫任執令之日至退役之日年資，加自領得醫師證

書後執行醫療業務年資合併計算。 

※※(二)民國 57 年(含)以前畢業者，以畢業證書發給日為認證日期；自民國 58 年(含)起，參加醫師

甄審考試及格者，以醫師證書發給日為資深醫師認證日期。 

              (三)請符合資深醫師表揚資格之會員於 107 年 7 月 25 日前電話 07-2212588 向本會報名。 

 

理事長 王 欽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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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7.6.10.(107)高市醫會總字第 266.-270.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本會贈送基層診所急救用藥2支及安全針具5支，請診所自即日起至107年7月31 

            日止起至本會領取。 

     說明：(一)依據本會107年5月5日第13屆第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急救用藥2支/1ml：腎上腺素注射液(Epinephrine Injection)注射液。 

          (三)安全針具5支/3ml。 

二、主旨：轉知行政院主計總處為辦理106年服務業營運及投資概況調查，請會員撥冗填報

調查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7.5.14.主統服字第1070300399號函辦理。 

            (二)「106年服務業營運及投資概況調查」將於本(107)年6月19日至7月20日實施，為期順利辦理 

                本次調查，請會員續予支持協助本項調查，撥冗填報調查表，期以提升調查資料品質。 

            (三)依統計法第20條及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4條、第45條規定，會員對於本調查有據實填報之義務， 

                訪查填答資料則僅作整體統計分析之用，對於個別資料絕對保密，不會提供稅務、檢調、司 

                法或其他單位使用。 

            (四)行政院主計總處聯絡人：李科長文德，聯絡電話：(02)2380-3533。 

三、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有關機構及醫事人員如欲處方使用管制藥品，請務必確實 

            依管制藥品相關法規辦理，以免受罰」乙事，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5.16.高市衛藥字第10733598100號函辦理。 

           (二)近來食藥署及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查獲部分醫師、牙醫師未領有管制藥品使用執照而處方使用 

               第一級至第三級管制藥品，或處方使用第一級至第三級管制藥品時未開立「管制藥品專用處 

               方箋」，因而違規受罰。 

           (三)食藥署重申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醫師、牙醫師使用第一級至第三級 

               管制藥品，需領有該署核發之「管制藥品使用執照」，且應開立「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其 

               格式亦應符合該署公告之格式及內容。 

           (四)另欲購買管制藥品之機構，應依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16 條規定向食藥署申請核准登記發給「管 

               制藥品登記證」，如登記證之登記事項變更時，請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辦理變更登記。 

           (五)「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可於食藥署網站查閱（網站 http://www.fda.gov.tw/業務專區/管制 

               藥品/管制藥品的管理)；管制藥品管理相關法規及其他相關資訊，請參閱「管制藥品管理使 

               用手冊」（該署網站/業務專區/管制藥品）。另食藥署於「e 等公務員+學習平台」網站 http://ele 

               arn.hrd.gov.tw/mooc/index.php) 亦提供「管制藥品法規概要」及「管制藥品管理概況」線 

               上學習課程，歡迎多加參考利用。 

四、主旨：轉知台北市醫師公會與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

共同研商並擬定「疑似麻疹個案處置建議」，以供基層診所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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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全聯會107.5.21.全醫聯字第1070000673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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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旨：轉知因應登革熱流行期即將來臨，請各醫療院所加強疑似登革熱、茲卡個案通 

            報並加強不明原因發燒患者T.O.C.C.問診，俾利早期發現個案，及早介入防疫措施，防止病毒 

            在社區造成疫情蔓延，詳如說明段，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5.28.高市衛疾管字第10733814800號函辦理。 

           (二)截至今(107)年 5 月 21 日，全國境外移入確診登革熱病例共 50 例(本市 9 例）。鑑於東南亞地 

               區登革熱流行疫情持續未間斷，且目前時序已進入夏季，梅雨季節及旅遊旺季將至，高雄市 

               登革熱流行疫情發生之風險已大幅提高。爰此，請加強登革熱疑似病例通報警覺度，診療病 

               患時如遇不明原因發燒患者，請務必詢問 T.O.C.C.(旅遊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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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及早啟動社區防疫機制。 

           (三)茲臚列基層診所通報獎勵如下，請積極配合加強通報： 

             1.發現居住或設籍於本市疑似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且具有國外高流行風險區旅遊史個案，依 

               循「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完成疑似個案通報、快篩及採檢程序，經衛生單位疫情調查個案 

               隱藏期為 2 日者，每例可獲獎勵金新台幣 250 元；小於 2 日者（不包括 2 日），每例可獲獎勵 

               金新台幣 500 元，綜合檢驗結果確定為本市「陽性個案」者，可再獲獎勵金新台幣 5,000 元。  

             2.發現居住或設籍於本市疑似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個案時，依循「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完 

               成疑似個案通報、快篩及採檢程序，綜合檢驗結果確定為「陽性個案」，且符合當年度流行季 

               (或 5 月起)之本市本土登革熱確診前 3 例，每例可獲獎勵金新台幣 10,000 元。  

             3.符合本市開業診所之執業醫師，於假日、休假日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國定假日發現 

               疑似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個案，依循「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於看診當日完成疑似個案通 

               報、快篩及採檢程序，且經衛生單位疫情調查個案隱藏期小於 2 日者(包括 2 日)，可獲得假 

               日通報獎金(本獎勵未適用於補行上班之週六、日），領用條件如下：  

               (1)週六看診當日依循「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完成疑似個案通報、快篩及採檢程序(看診日 

                  期與法定傳染病系統通報日期需為同一日期），且經衛生單位疫情調查個案隱藏期小於 2 

                  日者(包括 2 日)，每例可獲獎勵金新台幣 250 元整。 

               (2)週日及其他非週六之國定假日，依循「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於當日完成疑似個案看診、 

                  通報、快篩及採檢程序(看診日期與法定傳染病系統通報日期需為同一日期），且經衛生單 

                  位疫情調查個案隱藏期小於 2 日者(包括 2 日)，每例可獲獎勵金新台幣 500 整。 

           (四)有關「高雄市醫事人員蚊媒傳染病通報獎勵一覽表」及 T.0.C.C.宣導 DM 及有關登革熱及茲卡 

               病毒感染症通報檢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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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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