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 04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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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核定「109 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其中關於 

西醫師部份規定如下，計算公式詳見請逕

https://www.tma.tw/meeting/meeting_info.asp?/9852.html 下載：  
十、西醫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

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及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執業之核付

點數）：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八元。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１、醫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百分之二十。 
２、醫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依下列標準計算： 
(1)內科：百分之四十。  
(2)外科：百分之四十五。  
(3)牙科：百分之四十。  
(4)眼科：百分之四十。  
(5)耳鼻喉科：百分之四十。  
(6)婦產科：百分之四十五。   

(7)小兒科：百分之四十。  
(8)精神病科：百分之四十六。  
(9)皮膚科：百分之四十。  
(10)家庭醫學科：百分之四十。  
(11)骨科：百分之四十五。  
(12)其他科別：百分之四十三。 

(四)診所與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合作所取得之收入，比照前三款減除必要費

用。  
(五)人壽保險公司給付之人壽保險檢查收入，減除百分之三十五必要費用。  
(六)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老人、兒童、婦女、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及其他特定對

象補助計畫之業務收入，減除百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七) 自費疫苗注射收入，減除百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十一、醫療機構醫師依醫師法第八條之二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前往他醫療機

構從事醫療業務，其與該他醫療機構間不具僱傭關係者，按實際收入減除百分之

十必要費用。 
2.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將於「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費用點

數申報格式」之「次診斷」欄位新增「遊戲成癮」診斷碼，並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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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聯會轉知：財政部採納本會建議，同意將健保署 110 年 1 月底前撥付

西醫基層診所之「109 年上半年點值暫結費用」，認列 109 年稅基計算。 

4.全聯會轉知：健保署考量因 COVID-19 疫情影響民眾就習慣及用藥整合

仍有困難，暫緩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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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照護團隊愈個月未提供居家照護應予以結案

措施」。 

5.全聯會轉知：國健署為提升新生兒聽力篩檢服務品質及降低重複申報情

形，請新生兒聽力師檢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於提供該服務前，應確實檢核

健保卡及黃卡未曾於其他院所辦理後，始得就該服務申報費用，並於黃

卡上加蓋已提供該服務之院所戳章。 

6.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函知有關含 D-PENICILLAMINE 成分藥品供應

短缺，預計 111 年後始可恢復供應一案，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於 110 年 3
月 8 日公告徵得有意願供應 D-PENICILLAMINE 之專案進口廠商，預計

於 110 年 3 月 31 日開始供應。為保障罕見疾病威爾森氏症之治療，於

D-PENICILLAMINE 藥品短缺期間，其於威爾森氏症之替代藥品

TRIENTINE，自 110 年 3 月 23 日暫時停止 TRIENTINE 全民健保給付

規定之相關規範，不需事前審查即可給付使用，此因應作為之停止適用

日期，俟藥品供應情況再行通知。 

7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建置「全國偏鄉醫師人力需求

平台」。 為紓解偏鄉離島地區醫師人力不足問題，中央健康保險署建置

「全國偏鄉醫師人力需求平台」，平台路徑：該署全球資訊網/主題專區/
全國偏鄉醫師人力需求平台(網址：https://reurl.cc/NX9Ey9  )。 本平台

之偏鄉地區服務範圍為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

計畫(IDS 計畫)地區、屏東縣恆春鎮及花東地區當地醫院所在地，共計

60 個地區。竭誠邀請醫師至偏鄉地區服務。有意者可利用此平台查詢各

偏鄉離島地區之服務缺口，並可直接與服務院所窗口進行接洽，前往偏

鄉離島地區提供醫療服務，使當地民眾就近獲得優質醫療照護。 

8 全聯會轉知：依據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 12-1 條規定

略以，本標準收載之藥品品項，有替代性品項可供病人使用，且藥商以

高於支付價供應予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經通知許可證持有藥商改

善仍未改善者，保險人得將該品項不列入健保給付範圍一年。有關購藥

高於健保價之問題，該署於全球資訊網公開「醫事機構反映購藥價高於

健保支付價之藥品許可證藥商名單及聯絡窗口」，採購藥品遇有特殊狀

況時，可逕與藥商窗口聯繫；若仍有購藥問題，可以「全民健康保險特

https://reurl.cc/NX9Ey9


約醫事機構購藥高於健保價問題反映表」向健保署反映，該署將逐案瞭

解及處理，惟應釐清為自費藥品或是健保使用藥品。前揭表單置於該署

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健保服務/健保藥品與特材/健保藥品/藥
品供應資訊，可自行參考及下載使用。 

二、衛生局訊息： 

1.衛生局轉知： 109 年度地方政府衛生局及食藥署執行管制藥品實地稽 

         核，查獲違規者計 435 家，其違規項目前 10 名依序如下： 

(一) 簿冊登載不實(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後段)。 

(二) 未依規定定期申報收支結存情形、申報不實(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 2 項)。 

(三) 未依藥品調劑規範作業(藥事法第 37 條第 1 項、藥師法第 18 條)。 

(四) 處方第 1-3 級管制藥品未開立專用處方箋或專用處方箋登載不

全 (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8 條第 1 項)。 

(五) 同列第 5 名： 

1. 管制藥品簿冊、單據、處方箋未保存五年(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32
條)。 

2. 專用處方箋未由領受人簽名領受(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2項)。 

(六) 非藥事人員調劑、藥劑生調劑麻醉藥品(藥事法第 37 條第 2 項、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2 項)。 

(七) 同列第 8 名： 

1. 涉醫療不當使用管制藥品(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6 條)。 

2. 使用過期管制藥品(藥事法第 90 條第 2 項)。 

(八) 未設簿冊登載管制藥品收支結存情形(管制品管理條例第 28 條

第 1 項前段)。 

    3. 109 年度涉醫療不當使用管制藥品，依違反「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第 6 條規定裁處案共計 4 件，其違規情節多為大量處方管制藥品併有

開立自費處方、大量處方管制藥品未於病歷載明相關病情評估及治療

成效紀錄等。 

    4. 110 年度食藥署及地方政府衛生局仍將持續查核管制藥品之使用及

管理情形，並針對醫師處方管制藥品合理性加強查核，請會員領有管

制藥品登記證者應於業務處所設置簿冊，詳實登載管制藥品每日之收



支、銷燬、減損及結存情形，醫師應合理處方管制藥品，切勿應病人

要求即開立藥品，或為規避健保查核轉而開立全自費處方(尤其是鎮靜

安眠類管制藥品)，以免違規受罰。  

2.衛生局轉知：為防範機構回收之管制藥品流為非法使用，行政院衛生署

管制藥品管理局(本署前身)於 92 年 9 月 19 日以管稽字第 0920510596 號

函及 105 年 8 月 26 日 FDA 管字第 1051800629 號函轉知下列原則，請貴

局再次轉知並督導協助所轄機構遵循辦理。 

(一)民眾退回之藥品如有管制藥品，應將退回管制藥品之日期、品名、數

量詳實登載於「管制藥品回收登記簿」，退回者及點收者並於簿冊上

簽名。 

(二)回收之管制藥品應集中保管，並加以特別之標示，且與調劑用之管制

藥品分開存放。 

(三)回收之管制藥品應報請轄區衛生局(所)會同銷燬，並記錄於「管制藥品

回收登記簿」。 

(四)醫療院所已處方調劑因故未使用，或病人未領回之管制藥品，應由管

制藥品管理人會同有關人員銷燬並製作紀錄備查，或入帳管理。 

(五)機構如於營業場所被查獲有來源不明之管制藥品，則依違反「管制藥

品管理條例」或「藥事法」相關規定處分。 

三、學術活動： 

1.110 年花蓮縣醫師公會月例會 
主辦單位：花蓮縣醫師公會 
日期：110 年 05 月 20 日 (星期四) 12:00~14:00 
地點：花蓮縣林森路 236-18 號 6 樓 
學分：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0Dv5Xb 

本會供應中餐，請事先報名，電話：8337909 
★防疫期間~請載口罩入場上課★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2:00~14:00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Long-term 
Anticoagulation 
Management Between 
Benefit and Risk: 
What and How? 

慈濟-蔡文欽醫師 

 
報名請掃我 

https://reurl.cc/0Dv5Xb


~更多即時訊息請詳見本會網站 www.hma.org.tw  ~~ 

 

2.花蓮外科月會 
 日期：110 年 05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00-14:00 
 地點：花蓮門諾醫院 恩慈樓 3F 第二會議室 

  聯絡人：李婉珍 小姐 ，電話:03-8241824。 
 四、祝四月份壽星 生日快樂 

郭秋平 林宜璋 譚清龍 童祖蔭 江昌雲 吳永順 王德隆 劉澤錦  
林春孝 謝永豐 簡金城 繆偉傑 周兆平 王毓民 謝文億 蔡啟智  
陳昌瑋 王迺燕 趙盛豐 林佩金 王本榮 賴賢勇 黃信文 林玉祥  
邱振輝 蔡昇宗 吳懿峰 盧雲亮 湯介如 蔡爵任 劉冠麟 陳南詩  
王鎮華 許智堯 梅彪祥 林振雄 李宗翰 辜文俊 郭惟致 吳柏鋼  
李薇萱 張睿智 黃妙慧 蔡佳倫 蔡劭謙 張仁義 黃麗文 吳貞達 
陳韻如 林欣榮 歐陽介臣 陳柏呈 鐘培碩 柯又予 陳映竹 許彥鈞   
蔡伊達 李秉信 李啟誠 蔡佳穎 章書婷 陳彥婷 劉元晟 莊伯均  
蘇翊閔 蕭健皓 石尚軒 鄧智元 裘品筠 陳頎叡 賴承廷 華台安 
陳靖樺 王昭璿 詹宗岳 吳文綺 黃聖文 戴明正 顏懿成 蔡博宇 

 
 
  代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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