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 0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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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重要訊息： 

為利民眾於 108年 04 月 4-7 日清明連續假期間查詢各特約醫療院所

開診情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保險署已於「健保資訊網路服務系統

(VPN)/看診時段及掛號費維護專區」，開通「特定節日看診時段」欄

位，請院所登錄其餘假期間之看診時段及科別。 
 
二、全聯會訊息： 

1. 全聯會轉知：為因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認定應回收之藥

品，且保障病人利益、確保病人無停藥問題，中央健康保險署修訂

「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管理方案（108 年 01 月 22 日版）」增

虛擬代碼「R007：配合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藥品回收，重新

開立處方給病人，並於病歷中記載原因備查。」詳細內容請逕上中

央健康保險署「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參閱（路徑：下載專

區／保險對象用藥管理）。 

2. 全聯會轉知： 為建構合理的收費標準、確保契約正義及維護全體國

民的健康照護權，並使全體所有醫師會員專心看診與順利申報，有

關本會建置自營 HIS 系統一案，目前「志氏」醫療資訊系統已建置完

成，請有意願試用者，填寫相關資訊(網址 https://reurl.cc/Xq3pM)，

本會將儘快提供試用「志氏」醫療資訊系統。另外，請試用者於試

用後，回饋使用心得及相關建議，以供後續改良參考之用。(請將試

用心得及相關建議寄至 cindy718@tma.tw)。 

3. 全聯會轉知：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請本會轉知各醫療院所，請儘速安

排所屬醫療照護工作人員接種「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MMR 疫苗）」，並配合辦理相關防治工作。目前日本、中國大陸及

菲律賓、越南等鄰近東南亞國家麻疹疫情嚴峻，國內截至 108 年 2

月 19 日，累計 17 例麻疹確定病例，9 例為境外移入，感染國家為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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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賓 5 例及越南 4 例，另 8 例為國內感染，較往年同期之疫情明顯

升高。且其中 1 名越南境外移入病例，於就醫過程造成 2 名診所護

理人員及 2 名醫院陪病家屬感染之群聚事件。鑑於醫療照護工作人

員為傳染及傳播麻疹之高風險族群，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依「傳

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建議，持續推動該等人員 MMR 疫苗接

種，並透過醫院感染管制查核鼓勵醫院落實執行，同時爭取納入醫

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項目，以有效提高接種率及保護力。由於診

所醫療照護工作人員亦為感染及傳播麻疹之高風險族群，特別是

1981 年(含)以後出生者，其麻疹抗體明顯低於其他出生世代，由於幼

時接種疫苗產生的抗體可能已衰退，如未具 2 劑含麻疹相關疫苗接

種紀錄，或最後 1 劑疫苗紀錄已超過 15 年，請診所優先鼓勵或安排

其追加接種 1 劑 MMR 疫苗，以提升其對麻疹之保護力，減少其感染

及傳播的風險。另為有效防堵疫情擴散，當醫院接獲衛生單位通知

曾診治麻疹個案，須配合匡列接觸者時，其範圍應涵蓋疑似個案至

門診、急診、檢查單位等處活動之前半小時至後兩小時之間，曾暴

露之病人及其陪病家屬、醫事人員、醫院清潔工及保全等工作人員，

並請上開人員配合必要之健康監測措施，以保障自身及病人安全。

對於麻疹個案接觸者，衛生單位將實施衛教，並於健康監測期間須

每日主動追蹤其自主健康管理情形。倘接觸者出現疑似症狀經醫師

懷疑感染麻疹，即應立即予以通報，並落實醫院或居家隔離，切勿

等待檢驗結果為陽性再行通報，以免延宕防疫時效，造成疫情擴散。 

 
三、衛政健保訊息： 

1.衛生局轉知： 函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 107 年度管制藥品

實地稽核違規情形，請所屬會員加強管制藥品管理及應合理處方管制

藥品，以免違規受罰（附件一）。 
2.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出版「2018 生產事故救濟報告」一冊，請會

員多加利用，（下載網址：http://www.mohw.gov.tw >衛生福利部各單位

及所屬機關>醫事司>法人管理及醫事爭議調解>生產事故濟轉區）查

閱。 

http://www.mohw.gov.tw/


3.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為辦理 108
年度藥品不良反應及醫療器材不良事件通報相關業務之受託機構」。  

4.衛生局轉知：為防登革熱境外移入，請醫療院所，加強對病患詢問 TOCC
並即時通報，以防疫情擴散。 

5.健保署東區業務組轉知：有關衛生福利部業於 108 年 2 月 11 日修正公

告「器官捐贈意願、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及預立醫療決定書註記於全民

健康保險憑證代碼表」附件「新增代碼邏輯說明公告」欄位代碼 S 定

義為「同意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預立醫療決定。」，請貴院所配合修

正電腦資訊系統。  
6.健保署東區業務組轉知：轉知保險對象以自費就醫之後續回診視同轉

診，或當次自費就醫後經轉診他院以健保身份就醫，院所得依經轉診

收取應自行負擔費用，並自 108 年 1 月 10 日起生效。 

 
四、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第 29 屆醫療奉獻獎自即日起受理推薦報名」  
     受理推薦日期：即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止。 
    （郵寄以郵戳為憑，傳真以收件日為準）。推薦表格備索：推薦候選 
     人表格由各衛生單位、醫事團體及醫院提供，並可透過相關網站下 
     載 http://www.hwe.org.tw/ ；或洽「中華民國第 29 屆醫療奉獻獎」籌

備委員會索取。 
    聯絡電話：王瑋瑩小姐（02）2397-5270 分機 62851 

傳真：（02）2397-5203 
    連絡方式：台北市中正區 10049 紹興北街 5 號 9 樓  財團法人厚生基

金會收相關資訊：  
五、學術活動： 

1.全聯會【視訊教育】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104》 
主題：民航機上醫護人員急救訓練課程 
時間：108 年 0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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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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 年花蓮縣醫師公會月例會 
主辦單位：花蓮縣醫師公會 
日期：108 年 04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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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供應中餐，請事先報名，電話：8337909*12 
課程內容：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主持人 

12:00~14:00 

慢性肝病防治--從門諾醫院分享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liver disease--share 
from Mennonite Christian 

Hospital 

 花蓮門諾醫院 
鄭穆良醫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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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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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伊佐 盧雲亮 王世傑 湯介如   

    張玉麟 蔡爵任 劉冠麟 陳南詩 王鎮華 田約瑟 許智堯 梅彪祥 

    林振雄 李宗翰 辜文俊 謝政昇 郭惟致 吳柏鋼 李薇萱 張睿智 

    黃妙慧 蔡佳倫 林詩韻 蔣宏源 蔡劭謙 張仁義 黃麗文 吳貞達  

    陳韻如 林欣榮 周偉強 羅鈺棠 王昭璿 陳柏呈 鐘培碩 鄧智元 

    柯又予 陳映竹 許彥鈞 蔡伊達 李秉信 楊子毅 李啟誠 蔡佳穎 

    莊奇錫 章書婷 陳彥婷 劉元晟 莊伯均 蘇翊閔 蕭健皓 吳冠柔 

    石尚軒 歐陽介臣 

 

 

 
~~更多即時訊息請詳見本會網站 www.hma.org.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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