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 06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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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11 年 2 月 18 日以健保查字

第 1110777051 號函知有關醫師出國期間，由其他合格醫師提供照護，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報健保給付相關規定，詳如說明：A、 
查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特約醫院、診所、助產機構、

精神復健機構、居家護理機構、居家呼吸照護所適用）第 1 條第 1 項規

定略以，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其他相關法令及本

合約規定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業務。醫師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醫

師非親自診察，不得施行治療、開給方劑或交付診斷書。B、另查「特

約醫事服務機構住院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點數清單段欄

位 d20 主治醫師代碼二「被保險人入院後病房主治醫師之身分證號或外

籍居留證號，如住院中有一位以上之主治醫師時，請填出院時之主治醫

師。」、「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點

數清單段欄位 d30 診治醫事人員代號「一、醫師或原處方醫師之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外籍居留證號。」承上，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報健保醫

療費用應依上開規定核實申報填列診治醫事人員代號(門診)及主治醫師

代碼(住院)。C.綜上，於病患門診就診或住院期間，醫師因出國因素，

均無親自診察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由其他合格醫師提供照護，特約

醫事服務機構應核實申報填列實際照護醫師代號(門診)或代碼(住院)。  

2. 全聯會轉知：有關「C 型肝炎全口服抗病毒藥物治療 C 型肝炎線上教育

課程」，線上教育課程資料已建置在該學會網站(https://reurl.cc/OAo3gX )
及健保署官網(https://reurl.cc/VDoOgn )，請協助轉知會員周知。  

3. 全聯會轉知：更正本會彙整之 110 年執行業務所得申報--說明與試算範

例。一、本會 111 年 4 月 11 日全醫聯字第 1110001009 號函（諒達），

其中附件七「110 年度執行業務所得申報--說明與試算範例」，其中【試

算範例】增加「◎甲 4」，更正後版本如附件。二、中央健康保險署【分

列項目表】中，註二之 1.核定點數(含部份負擔)中，內含因應 COVID-19
疫情，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及醫療(事)機構取得相關收入免稅項目

金額，爰報稅時，請先將「核定點數」減「免稅項目金額」後，再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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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之金額為成本。(其中所指「免稅項目金額」，正確應為「免稅項目

點數」，該署將於明年製作之【分列項目表】中進行修正。) 

 

二、 政令宣導： 

1. 衛生局轉知：函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社團法人臺灣兒科醫

學會 於 111 年 7 月期間，辦理 111 年「兒童發展與健康篩檢服務 醫
師教育訓練」，請貴院(所)未參加過相關課程之兒科專 科醫師與家

醫科專科醫師踴躍報名參加。旨揭育訓練預訂於 111 年 7 月 3 日(北
區)、7 月 10 日(南區)及 7 月 24 日(中區)舉行，各區皆有同步開放

視訊。各場次時 間、地點、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詳如附件，或至

該署網站 (http://www.hpa.gov.tw /健康主題/全人健康/嬰幼兒與兒 
童健康/兒童衛教指導/主題文章)查詢。 

2. 衛生局轉知：惠請轉知所屬會員，有關「非癌慢性疼痛照護及使用

成癮性麻醉藥品」及「癌症疼痛照護及使用成癮性麻醉藥品」線上

影音課程一案。「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網站（網址：

https://elearn.hrd.gov.tw/ mooc/index.php)，輸入課程名稱關鍵字「慢

性疼痛」或「癌症疼痛」搜尋即可。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

站（網址：http://www.fda.gov.tw），路徑：首頁點選業務專區 > 管
制藥品 > 反毒資源專區 > 線上課程) 參考運用。 

 

三、 學術活動： 

 1.花東小兒科月例會 –線上課程 
   日期：111 年 06 月 28 日 （星期二） 
   時間：12:30-14:00                      
   題目：COVID-19 Infection with CNS involvement 

主講者：李岩輿醫師、裘品筠醫師/花蓮慈濟醫院 
＊有兒科學分 2 分 

  Google Meet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wkh-irre-pxz  

 2. 111 年度罕見疾病照護服務計畫說明暨遺傳性 神經肌肉退化性疾病照

護交流研討會 
課程時間：111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13：00 時至 18：00 時。 
課程研討會地點：花蓮慈濟醫院協力樓 1 樓協力講堂。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3h4Nm8qnJtZiZUqH8 。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11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額滿提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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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1 年「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教育訓練課程」-花蓮 (與台大同步視訊) 

受理對象：申辦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且符合「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第三條所規定之專科醫師（家庭醫學科及內科專科醫師除外）。 

上課時間：111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13：20~16：20 

上課地點：花蓮縣醫師公會 

報名手續： 

(1) 本課程免收報名費，經費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運用菸品健康福

利捐支應。 
(2) 線上報名，即日起至開課 10 天前，https://reurl.cc/7Ddmoy 額滿為

止 。 
(3) 專科醫師證書影本請 mail 至 201421@tafm.org.tw 或傳真至

02-23832844。 
注意事項：(1) 學員需全程參與，並通過課後測驗及格者（以 70 分為及

格），始取得申辦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資格。 
(2) 完成簽到及簽退之學員，核給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西醫師

專業品質學分（申請中）。 
(3) 因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敬請全程配戴口罩出席，謝謝。 
(4) 課程舉辦當日如因颱風等天候因素，當課程舉辦地點（如台北市政

府）宣布當日「停止上班」時，課程則延期舉辦，至於新的課程日期，

將於講師及講堂安排確定後，另函通知。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內容 

13:20～13:30 報到及前測 
13:30～14:10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背景、內容 
14:10～14:50 第 2 階段之健康諮詢、衛教 
14:50～15:00 休息 
15:00～15:50 異常個案轉介、追蹤 
15:50～16:10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延伸政策 
16:10～16:20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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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即時訊息請詳見本會網站 www.hma.org.tw ~ ~ 

 

 

四、 祝六月份壽星 生日快樂 

黃港生 陳維文 陳穎婷 張淑華 許敏彥 柯龍吉 林家富 鄭錦富   

梁海涵 蔡永成 孫宏傑 吳克修 洪  曜 李燕鳴 王立信 彭海祁   

陳新源 吳孟熹 劉迪塑 陳志強 葉光庭 黃佳君 楊妙君 汪德欣   

呂元惟 游松霖 鄭偉君 溫偉程 黃國恩 呂紹琦 陳清祥 陳建森   

陳聖復 郭珮甄 陳致穎 郭佩欣 王冠權 楊筱惠 陳宗明 葉員彰  

施廷翰 陳明慶 吳一葦 黃振銘 王顥瑾 李秉叡 鄭勇鋒 許明輝  

李天國 葉大川 李祥安 蘇志偉 張中興 蕭士軒 吳  森 李易駿  

盧靖雯 王偉恩 陳維心 停寧萱 邱郁婷 楊鍀宏 連偉良 黃宣恩  

李翊誠 謝長殷 蔡禕凌 楊淑雁 曾昌和 呂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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