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 10 月 30 日 
會址：花蓮市林森路 236 之 18 號    英文網域：www.hma.org.tw 中文網域：花蓮縣醫師公會 
電話：038-8337909              傳真：038-326883 電子信箱：hma.org.tw@gmail.com 

請會員隨時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頁 

https://reurl.cc/gvL1KN，追蹤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相關資訊     

一、全聯會訊息： 
1.全聯會轉知：衛福部辦理分級醫療 6 大政策，第 6 項第 3 款「醫院不

得以交通車載送方式，不當招攬輕症病人」，近來不僅醫院與基層間迭

有爭議。整全聯會 108 年迄今各委員會對醫療交通車案討論結論（如

附件），請 貴會周知轄區院所，為維護分級醫療精神與醫界和諧，呼

籲醫療交通車載送，醫界應有節制並自律 

2.全聯會轉知：健保署暫緩執行 109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照護

整合計畫」之「未於 12 個月內完成用藥整合個案需結案措施」 

  說明：該署考量旨揭計畫收案病人因嚴重呼吸道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影響民眾就醫習慣，致用藥整合困難。暫緩執行 109
年度計畫之「未於 12 個月內完成用藥整合個案需結案措施」，年底將

視疫情發展，研議是否展延放寬期限，如有異動，該署將另行通知。 

3.全聯會轉知： 請會員正確申報「C 型肝炎病毒抗體檢驗費用」，避免

因申報錯誤，而衍生費用支付疑義。 

4.全聯會轉知：因應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期間，辦理提升暫付金額

方案，自費用年月 109 年 8 月起，修正本方案計算及核付方式，於二

次暫付及核定之核付金額均暫不付款及扣款。詳情請

逕 https://www.tma.tw/meeting/meeting_info04.asp?/9559.html 參閱。 

5.全聯會轉知：健保署自 109 年 10 月（費用年月）起例行審查機制正常

執行，說明如下：該署前因應武漢肺炎 COVID-19 疫情，醫院及西醫

基層總額醫療費用審查機制採從寬認定原則辦理至 109 年 9 月（費用

年月），自 109 年 10 月（費用年月）起例行審查機制正常執行，詳如

下列： 

(一)門診重複用藥管理方案。 

(二)門診 CT 及 MRI 跨院再執行未調閱案。 

 

http://www.hm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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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療費用例行審查作業：不予支付指標、醫令自動化審查（「醫事人

員資格」將另函通知啟動時機）及專業審查。 

6.全聯會轉知：衛福部更新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C 型肝炎擴大篩檢服務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補助金額表」、「國民健康署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檢查紀

錄結果表單資料電子檔申報格式」及作業說明使用手冊。衛福部為配合國

家消除 C 肝政策，業於 109 年 9 月 1 日衛授國字第 1090600765 號函知自

109 年 9 月 28 日起調整成人預防保健 B、C 型肝炎篩檢年齡為 45 歲至 79
歲終身 1 次。    因本次擴大篩檢服務可單獨提供 B、C 型肝炎篩檢，與

原 B、 C 型肝炎篩檢服務併同成健服務提供之方式不同，為利醫療院所提

供服務，更新「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補助金額表」， 針對單獨提供 B、C 型

肝炎檢查時，新增就醫序號 「IC29」；原成健 B、C 肝篩檢服務申報醫令

代碼 「21+L1001C」、「25+L1001C」及「27+L1001C」，自 109 年 11 月 1
日起暫停使用；「國民健康署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檢 查紀錄結果表單資料電

子檔申報格式」序號 11 增列”3”「本次僅提供 B、C 肝炎檢查」。 

    醫療院所提供服務前，請至下列平台查詢民眾資格，並於「醫療院所

預防保健服務系統」單一入口網登記提供篩檢服務: 

(一)國民健康署「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服務系統」單一入口網 
(https://pportal.hpa.gov.tw/Web/Notice.aspx )。 

(二)國民健康署「成人預防保健 B、C 型肝炎篩檢查詢系統」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 
/1S_5BIQyz9B1bl0BMGeoK3XvWcKSwyxOK8qDGvB9TOHM /edit  )。 

二、衛政健保訊息： 

 1.衛生局轉知：為維護診所醫療照護品質及民眾知的權利，請未配置護理

人員之診所，於明顯處所揭露「本診所護理業務由醫師親自執行」訊息，

以供民眾參考。 

2.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函轉知：為防範醫療院所  
於秋冬流感流行期間和 COVID-19 疫情的雙重負擔，請轉知並督導轄區

醫療院所及所屬會員加強推動院內醫事及非醫事人員落實接種流感疫

苗。 

三、花蓮縣地方稅務稅轉知：為覈實課稅，請會員自行檢視各項應稅憑 

     證如有未依規定貼繳印花稅票者，請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自動   

     補報補繳加計利息。 

https://pportal.hpa.gov.tw/Web/Notice.aspx


 四、學術活動： 

1.兒童友善醫療照護講座-花蓮場 

  時間：109年 11 月 07 日(星期六)上午 09：00 – 12：00  

  地點：花蓮縣衛生局 3 樓簡報室 (花蓮市新興路 200號)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主辦單位：國家衛生研究院兒童醫學及健康研究中心、花蓮縣衛生局 

  報名期限：109 年 11 月 2日(星期一)截止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j576gq  

 

 2.花蓮外科月會 
 日期：10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中午 12:00-14:00 
 地點：國軍花蓮總醫院行政大樓 2 樓專教室 

  聯絡人：黃少鴻專師 ，電話:03-8263151 分機 815320 。 
 
3.109 年花蓮縣醫師公會月例會 
主辦單位：花蓮縣醫師公會 
日期：109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四) 12:00~14:00 
地點：花蓮縣林森路 236-18 號 6 樓 
學分：西醫師、內科、家醫 
課程內容： 
本會供應中餐，請事先報名，電話：8337909*12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2:00~14:00 

Optimizing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Impact of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on 
cardiovascular events. 

高血壓的最佳治療方法：血壓

變異性對心血管事件的影響。 

花蓮慈濟醫院 
蔡文欽 醫師 

 
4.全聯會【視訊教育】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110》 

主題：登革熱、屈公病與蜱媒傳染病之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時間：109 年 11 月 28 日（星期六）13：30~15：30 
地點：本會會議室（視訊教育）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www.tma.tw 請註明參加【花蓮醫師公會場次】 
※有報名才有講義喔！已申請有西醫師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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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即時訊息請詳見本會網站 www.hma.org.tw  ~~ 

 

五、祝十一月份壽星 生日快樂 

    戴啟邗 王國俊 黃啟嘉 吳昌榮 劉國周 葉日昇 陳明光 朱隆陽  

    簡永典 劉健德 黃繩龍 吳榮正 陳瑞霞 楊治國 鄭立福 魏佑吉  

    朱崧肇 徐邦治 陳紹祖 鄭景仁 王柏凱 陳英和 彭成桓 劉松維  

    王啟忠 張鳳岡 林怡欣 王健興 李政勳 張偉恩 伍希文 蔡佩娟  

    柯千升 孫銘聰 李政霖 劉孟達 莊佳霖 李建輝 陳道明 盧正展  

    李璐佳 張家銘 邱正仁 滕瑋琪 劉瓊璋 朱賢治 黃暉凱 林昀寬  

    吳大志 廖英智 馬玉成 謝含光 陳威源 施彤霖 李懿軒 侯金德  

    黃韻芹 鄧學儒 楊書瑜 陳彥志 鐘和肯 廖彥翔 趙俊明 伍欣睿  

    陳麗棻 蘇翊閔 史沛青 李宗晉 張天霖 李祥禎 陳重佑 程子珩  

    薛健佑 許智凱 梁譽騰 林東諭 游榮昌 林純吉 宋承浩 林佳萱  

    鄭勤儒 黃想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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