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 11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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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政健保訊息： 

1.花蓮縣政府轉知：衛福部函知「COVID-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相關醫療照護費

用」之 醫令自動化(REA)審查作業，請配合辦理 

一、「COVID-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相關醫療照護費用」係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協助辦理健保卡登錄上傳及申報核付作業，並依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相關醫療照護費 

用給付標準」及相關防疫措施，建置申報費用之醫令自動化(REA)審查機制，

進行行政審查作業。  

二、旨揭審查作業將自補申報期限截止後按月執行審查，審查原則如附件，摘

要說明如下： 

(一)遠距診療不可開立慢性處方箋。  

(二)居家照護對象須為法定傳染病系統研判之 COVID-19 確診個案，且該次就

醫日期應介於隔離治療期間內。  

(三)就醫日期自本年 6 月 1 日起，開立或調劑口服抗病毒藥物之健保卡就醫資

料，應於 72 小時內上傳。  

(四)每個案同一病程之感染，不得申報超過 1 次快篩陽性評估通報費、個案管

理費或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之診察費。  

(五)申報「抗病毒藥物治療後之追蹤評估」個案，須有申報開立口服抗病毒藥

物診察之紀錄。  

(六)申報遠距診療或 Paxlovid 口服抗病毒藥物門診診察費之個案，當診次不得

再申報其他健保診察費用。  

(七)申報居家送藥單位須為「社區藥局送藥到宅專案」之社區藥局、地方衛生

局指定藥事資源缺乏地區之院所或口服抗病毒藥物配賦醫院。  

 

http://www.hma.org.tw/
mailto:hma.org.tw@gmail.com
https://reurl.cc/gvL1KN


(八)遠距診療開立藥物日份不可超過規定天數，違者須核扣超過部分之藥費。  

三、鑒於 COVID-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之個案管理係由各地方政府分派轄區醫

療機構執行，前揭醫令自動化(REA)審查結果倘為個案管理費用重複申報案

件，將由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產製重複案件明細予申報院所轄屬地方政府衛生

局，請衛生局於接獲資料後，依派案情形審核並核扣至不超過 1 筆申報案件，

俾利健保署依審定結果辦理後續費用追扣事宜。  

四、其他經前揭自動化審查作業判定未符合審查原則之案件，將由健保署分區

業務組逕予追扣。  

五、倘醫事服務機構對居家照護相關醫療照護服務案件審查結果有異議時，得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 32 條及健保

相關規定，於通知到達日起 60 日內，列舉理由或備齊相關文件向健保署分區

業務組申復。 

2.衛生局轉知：為加強病毒性肝炎防治，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編製

「預防肝炎，從小做起」衛教單張，有意願索取都，請逕洽詢該基金會，聯絡

電話：02-23820886 分機 11 李秘書。 

3.衛生局轉知：行政院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公告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部

份分級及品項，並自 111 年 10 月 31 日生效（附件一）。 

4.衛生局轉知：醫療照護人員對於「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病毒之處理流程」認

知，請轉知及鼓勵所屬會員完成線上課程： 

（1） 線上學習平台名稱：e 等公務園 

（2） 平台網址：https://elearn.hrd.gov.tw/  

（3） 課程名稱：愛滋病毒暴露後預防性投藥。 

二、 學術活動：  
1.花東小兒科月例會 –線上課程 
  日期：111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二） 
  時間：12:30-14:00 
  報告主題：新生兒高血糖 
主講者：張育晟醫師、周威志醫師/花蓮慈濟醫院 
＊有兒科學分 2 分 
地點：Google Meet(當日會議時間前直接點選連結上線參與，毋須另外報名，因目

前 Google Meet 會議設定 1 小時會中斷，故設定 2 個會議連結，屆時請大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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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點選第 2 個會議連結參與會議) 
視訊會議連結 1-12:30~13:30：預定 12:25 開啟會議室連

結 https://meet.google.com/wkh-irre-pxz 
 

視訊會議連結 2-13:30~14:30：預定 13:25 開啟會議室連

結 https://meet.google.com/ghr-csga-odq 
 

2.全聯會全聯會【視訊教育】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122》 
主題：主題：病人安全年度目標及生產六大風險管控重點  
主 持 人：李明濱名譽教授、周慶明理事長 
日期：11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 13：30~16：30 

時間 議    程    表 

13:00~13:30 報到 

13:30~13:35 
致歡迎詞：周慶明理事長（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主 持 人：李明濱名譽教授 (台大醫學院） 
周慶明理事長（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3:35~15:10 
課 程：診所病人安全年度目標六簡介及生產六大風險管控重

點 
主講人：黃建霈秘書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15:10~15:30 綜合討論（主持人及所有主講人） 

附註：1.西醫師【專業品質】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2.護理人員【專業品質】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3.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申請中。 

線上直播課程注意事項： 
1. 11 月 26 日研討會線上直播網址：https://youtu.be/ijsUecnDaN0  
2. 線上課程學分規範：凡參加線上直播課程之學員，請依下列時程辦

理線上簽到、簽退(內含課後測驗)，始能取得學分。逾時不受理補

簽，只單一簽到或簽退亦不給予學分。 
3. 簽到：https://is.gd/O18Gez  ( 11 月 26 日 13:00-13:40 開放) 
4. 簽退：https://is.gd/TM7NIh  ( 11 月 26 日 15:10-16:00 開放) 
5. 課程講義請至網頁下方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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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即時訊息請詳見本會網站 www.hma.org.tw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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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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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大志 馬玉成 謝含光 施彤霖 李懿軒 侯金德 黃韻芹 楊書瑜  

    陳彥志 廖彥翔 趙俊明 蘇翊閔 伍欣睿 張天霖 李宗晉 李祥禎  

    張宇祺 陳重佑 程子珩 許智凱 林東諭 游榮昌 林純吉 林佳萱  

    鄭勤儒 黃想容 黃晉瑋 林學聖 李偉立 黃毓亭 王  曜 蕭宇泰  

    廖  晴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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