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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重要會務

2021亞洲暨大洋洲醫師會聯盟(CMAAO)大會
於9月2-3日假圓山飯店以跨國視訊會議方式進行。
蔡英文總統與賴清德副總統皆親臨現場祝賀，除

了CMAAO會員國代表，WMA世界醫師會會長Dr. 
David Barbe、主席Dr. Frank Ulrich Montgomery、秘
書長Dr. Otmar Kloiber，亦參與線上視訊會議。

蔡總統於開幕式致詞，對於CMAAO致力促進區
域公衛合作、提升醫療品質，致上最高敬意。同時感

謝全台醫護人員的犠牲奉獻，及邱理事長帶領的醫師

公會全聯會會員對政府的支持與配合，確保醫療體系

提供民眾最好的照護；亦感謝CMAAO及各國分享我
國的防疫經驗，使台灣對國際醫療有更多的貢獻。未

來也將全力支持邱泰源會長及CMAAO。
賴副總統則參與第二天會議，他除感謝各國對

台灣的支持與肯定外，也勉勵醫護人員善盡職責照顧

全民健康，要盡力整合城鄉醫療資源，讓每一個人都

能得到應有的醫療服務，同時歡迎各國會員在疫情過

後造訪自由世界的台灣。

邱理事長致詞時則表示，前會長Dr. K K Aggarwal
和其他為疫情犧牲的眾多醫師同袍，將永遠不被世人

遺忘。COVID- 19疫情爆發至今，台灣醫師會每週都
會召開大小會議，至今累計有超過30場全國性醫療應
變會議，在結合並強化全國醫界量能上，有極大助

益。台灣醫界齊心配合政府，落實各項防疫政策。邱

理事長也感謝蔡總統給予台灣醫護防疫最大的支持，

守護民眾健康。

大會中通過台灣醫師會提出的「台北宣言」

Taipei Statement on Collaborative Work for Managing 
Novel Pathogen Pandemic，以台灣從建構基層醫療防
禦與SARS、COVID-19抗疫的醫療公衛經驗，提出完

邱泰源理事長接任CMAAO會長，本會將帶領亞大區域國

際醫療及防疫發展

善的防疫建議及準則。涵蓋重點包括：基層醫師如何

整備，基層醫療與醫學中心的分級醫療制度之建立、

疫情快速擴散與疫情緩和後的醫學教育、平時與疫情

擴散時醫師會的角色，以及平時和疫情擴散、疫情緩

蔡英文總統親臨現場致詞，表達政府對邱泰源會長及

CMAAO的全力支持

邱泰源理事長接任CMAAO會長帶領亞大區域國際醫療
及防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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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務

本會於110年6月11日以全醫聯字第1100000748號
函，建議衛生福利部考量國內疫情持續嚴峻，對於

醫療院所及醫事人員各類防疫物資、紓困、津貼、補

助、獎勵方案等應持續並擴大辦理。

110年8月27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就補助疫
苗注射行政費用及撥補防疫物資部份函覆重點略以：

(一)有關COVID-19疫苗合約醫療院所免費提供民眾
接種服務獎勵措施，係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之「110年COVID-19
疫苗接種計畫大規模接種規劃及獎勵措施」辦理

合約，醫療院所提供民眾免費COVID-19疫苗接
種服務(含合約醫療院所執行接種站及提供外展
服務)，並配合接種政策相關事項者，除原有處
置費每人次100元外，增加下列獎勵：
1.  按接種人次提供 100 元/人次。
2. 每月目標達接種人次者，提供接種獎勵，其
中診所為1.5萬元/月(達500人次/月)、3萬元
/月(達1,000人次/月)、地區醫院8萬/月(達
4,000人次/月)、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10萬/月

110年8月27日衛福部疾管署就補助疫苗注射行政費用及

撥補防疫物資部份，函覆本會建議考量國內疫情持續嚴

峻，對於醫療院所及醫事人員各類防疫物資、紓困、津

貼、補助、獎勵方案等應持續並擴大辦理

(達6,000人次/月)。
3. 每月超過目標接種人次則依標準再提供績效
獎勵，其中診所加給3萬元/月(達1,600人次
/月)、地區醫院加給8萬元/月(達6,400人次
/月)、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加給10萬/月(達
10,000人次/月)。

4. 表現優良者，再提供一次性撥發獎勵，診所
上限5萬元，地區醫院、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
上限均為30萬元。

(二)另有關撥補醫院及基層院所防疫物資，為因應國
內COVID-19疫情，持續撥配醫療院所一般醫用
/外科口罩，並監測防疫物資管理資訊系統(MIS)
撥補醫療院所外科口罩、N95口罩、隔離衣耗用
量，依任務別撥補維持其安全儲備量，且機動

調整撥補頻率；持續撥發診所一般醫用/外科口
罩供醫師及工作人員使用並調整數量，以及撥發

N95口罩及隔離衣供儲備。
（官育如　整理）

賴副總統親臨現場致詞，勉勵各國醫護人員善盡職責照

顧人民健康

和後政府的角色，完整而有系統的內容，將做為全球

新疫情防治與共同合作的建議準則。

目前CMAAO成員有19個國家醫師會，共有263
萬3千多名醫師，帶領醫療團隊照顧著25億人民。今
年大會以「抗疫對策」為主題，各會員國分享防疫心

得與經驗，讓未來在區域合作及疫情防治上將能做得

更好。時隔兩年，亞大醫師會成員透過視訊再度齊聚

一堂，展現高度團結，共同為亞洲及大洋洲的區域衛

生安全繼續努力。

(謝佩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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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務

本會於110年8月26日以全醫聯字第1100001081
號函建請國民健康署盡速撥付對醫院及診所之

COVID-19防疫紓困、補助、津貼及獎勵費用。
110年9月7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就社區篩檢

站部分，函覆重點略以：

(一)有關各地方政府社區篩檢站設置及補助費用之申
辦，係依衛生福利部「各地方政府設置社區篩檢

站指引」及「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各地

方政府設置社區篩檢站補助要點」及其申請作業

110年9月7日國健署就社區篩檢站部分函覆，本會建請

盡速撥付對醫院及診所之COVID-19防疫紓困、補助、津

貼及獎勵費用

須知，由各地方政府衛生局統籌。

(二)國健署每週以電子郵件或不定期以電話提醒各地
方政府儘速辦理轄內社區篩檢站經費核銷給付

作業，並於110 年8月26日再度發函提醒各地方
政府衛生局儘速來函辦理核銷，截至110年8月31
日，共16縣市函報該縣市核銷費用，並申請撥
補。

（官育如　整理）

本會於110年8月26日以全醫聯字第1100001080號
及第1100001081號函建請衛生福利部盡速訂定診所防
疫工作表現績優獎勵相關指標及申請作業須知，並建

請盡速撥付對醫院及診所之COVID-19防疫紓困、補
助、津貼及獎勵費用。

110年8月30日衛生福利部函復重點略以：
(一)人員津貼原由醫院按季申請，於本(110)年6月21
日起，改為按月提出申請，衛福部收件後即預

撥八成申請金額至各醫院，醫院應於撥款後一週

內，將津貼發予實際照護 COVID-19疑似或確診
個案之專責醫事人員、清潔人員及協調工作人

員。

110年8月30日衛福部函覆，本會建請盡速訂定診所防疫

工作表現績優獎勵相關指標及申請作業須知，並建請盡

速撥付對醫院及診所之COVID-19防疫紓困、補助、津貼

及獎勵費用

(二)機構獎勵費用由衛福部主動串接緊急醫療管理系
統、疾病管制署傳染病個案通報系統及中央健康

保險署健保申報等資料，於計算後核發，機構無

須申請。

(三)健保署刻正研議針對110年因COVID-19疫情受創
嚴重之健保機構，運用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予以適度紓困。

(四)診所防疫工作表現績優獎勵申請程序，將於本年
9月2日邀集相關學、協會代表開會討論獎勵指標
後，撥付獎勵費用。

（官育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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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務

本會鑒於國內COVID-19疫情嚴峻，面對未來疫
情發展以及疫苗施打規劃，於110年6月16日以全醫
聯字第1100000764號函，提供以下建議予疫情指揮中
心、衛生福利部：

(一)有關COVID-19篩檢及COVID-19疫苗接種等工
作，由社區醫院、基層診所執行，以利醫學中心

等大型醫院有足夠量能可以兼顧防疫重症及原有

醫療照顧工作。

(二)針對企業快篩部分，應訂有相關指引。
(三)設置大型疫苗注射站時，應考量高齡者、偏鄉住
民等之需求，以符合人性之方式協助其接種疫

苗。

(四)將醫事人員同住家屬列為疫苗優先接種對象。
(五)對於因身體因素不適接種AZ疫苗的醫事人員，
建議優先安排其接種莫德納、輝瑞等疫苗。

110年9月11日疫情指揮中心函覆重點略以：
(一)為增加疫苗接種可近性，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持
續擴增COVID-19疫苗合約醫療院所，合約協辦
COVID-19疫苗接種作業，各縣市設置具規模性
之COVID-19疫苗接種站，亦招募轄內基層醫療
院所之醫護人員共同協助推動，以提升接種效

率。

110年6月11日立法院審查「中央政府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3次追加預
算案時，經蔡適應立委、邱泰源立委、黃秀芳立委、

莊瑞雄立委等連署提案通過「健保申報費用未滿108
年八成者應予以補到八成，自110年1月1日起算，採
按月計算方式執行」之主決議，並於110年6月18日三
讀通過。

110年9月11日疫情指揮中心函覆，COVID-19疫情嚴峻，

本會就疫苗接種施打規劃提出建議

110年9月15日衛福部函覆，本會建議依據立法院通過

「健保申報費用未滿108年八成者應予以補到八成」之

主決議，積極爭取經費並盡速擬具施行方案

(二)為使企業團體迅速因應COVID-19疫情變化，由
企業自主、自費選擇運用SARS-CoV-2快速抗原
檢驗測試(簡稱抗原快篩)輔助企業團體內部疫情
監測，疫情指輝中心業於本年6月6日發布「企
業使用SARS-C oV-2快速抗原檢驗測試注意事
項」，針對抗原快篩使用時機、使用條件、採檢

站設置配套、防護配備、抗原快篩陽性個案後續

通報及安置流程、執行頻率以及勞工權益等事宜

提供建議，以利各界參考運用。

(三)高齡長者及偏鄉住民等對象之接種作業，各地方
政府衛生局已規劃設置友善之接種環境，對於長

期臥床、失能及行動不便之對象規劃提供到宅接

種服務，以減少移動及現場等候時間。

(四)國內公費COVID-19疫苗之各類實施對象及優先
順序，係經「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

防接種組(ACIP)」審酌國內外之疫情趨勢及各類
對象感染風險研訂。此外，自本年7月13日起，
「COVID-19公費疫苗預約平台」開放18歲(含)
以上民眾進行意願登記，依選擇意願於符合預約

資格或收到簡訊提醒，即可預約接種。

（官育如　整理）

醫療院所於本土疫情嚴峻時期，全力配合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醫療服務營

運降載政策，基層診所更是全面投入社區篩檢、輕症

防疫及疫苗施打等防疫工作。在收入減少、防疫成本

增加情形下，基層診所面臨營運困窘，尤其是防疫第

一線科別(如小兒科、耳鼻喉科、復健科等)，更是受
傷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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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務

爰此，本會於 1 1 0年 9月 9日以全醫聯字第
1100001170號函建請衛生福利部積極爭取經費，對於
110年健保申報費用未滿八成之基層診所，以紓困預
算補到八成，以支持基層診所持續堅守防疫第一線，

守護民眾健康。

1 1 0年9月1 5日衛生福利部函覆重點略以：本

(110)年5月COVID-19疫情提升至三級警戒以來，部
分醫療院所營運下降幅度較大，又本年第2季費用於
110年8月始完整申報，爰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近期
已分析並研議數種方案，未來將就預算額度內通盤規

劃，並於政策確定後啟動後續修法及補助程序。

（官育如　整理）

中央健康保險署前因應COVID-19（武漢病毒肺炎）疫情調整相關作業，為利事前審查重啟作業，該署
訂定相關配套措施（適用期間：110年10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詳如下。

「重啟事前審查」配套措施

(110 年9 月10 日訂定)

健保署訂定「重啟事前審查」配套措施

(3) 用藥期程跨越111年1月1日（含）後仍持
續用藥者，須於該次用藥期程開始前經

事前審查申請核准（例如：依藥品給付

規定每3 個月需重新申請審查之藥品，個
案之用藥期程為110年11月5日~111年2月
4日，若每次處方1 個月，第3 次處方會
在111年1月1日後者，應於110年11月5日
處方前提出事前審查申請）；若該次用

藥期程起日落於免審期間（110月5月17日
至110年9月30日），但該藥品有療程規定
（半年、1 年或終生限定支數），則亦應
於111年1月1日前提出剩餘用量之事前審
查申請。

(二) 簡化非必要送審程序，加速行政效率。
1. 於免審期間（110 年5 月17 日起至9 月30 日
止），已提供醫療服務之就醫案件「不用補

送」事前審查申請程序。

2. 已經事前審查核准後，符合本署函釋之品項
變更條件，不需另行向本署申請事前審查品

項變更。

(1) 藥品：更換「同成分、劑型及規格而不同
健保代碼之藥品」依原核准之數量繼續使

用（106年2月7日健保審字第1060034816
號函）。

(2) 特材：更換「同給付規定、同功能類別及

一、適用期間：110年10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
止。

二、配套措施：

(一) 依案件類型分階段重啟事前審查送件作業：
1. 『新申請』用藥、醫療服務項目及特材之個
案：

預定110年10月1日（含）後處方須事前審查
之『新申請』用藥、醫療服務項目及特材案

件，應提出送件作業。爰此，健保資訊網服

務系統(VPN)之事前審查送件作業訂於110年
9月15日開放院所提出申請，並同時開放書面
申請作業。

2. 於110年10月1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處方
『續用』藥品之個案：

(1) 於110年9月30日（含）前已用之須經事前
審查藥品，於110年10月-12月期間醫師繼
續處方時，持續由院所自主管理，依病人

病情及給付規定處方藥品，無須提出事前

審查送件；本署暫停費用案件之事前審查

相關檢核。

(2) 院所於免審期間（110月5月17日至110年9
月30日）依病人病情及給付規定，初次使
用需事前申請藥品之個案，後續於110年
10月1日~110年12月31日期間處方者亦視
同『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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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支付點數之不同特材代碼產品」依原

核准之數量、金額繼續使用（107年11月2
日健保審字第1070036287號函）。

(3) 不符前述定義之案件仍須提出事前審查送
件作業。

3. 特殊病例(off-label use)審查申請已可於VPN 
線上作業。

三、另有關「臟器移植醫療服務項目」之相關作業說

明如下：

屬臟器移植醫療服務項目，於免審期間經（110 
年5 月17 日起至110 年9 月30 日止）由院所自主
管理，依病人病情及給付規定，認定符合臟器移

植醫療服務項目，已完成器官移植等候登錄，惟

手術執行日未落於免審期間之個案，仍依本署因

應COVID-19 之調整作為辦理，得免再送事前審
查，惟後續醫院（含自主事前審查醫院）申報費

用時應檢附相關登錄證明文件備查。

（陳宏毅　整理）

本會與臺灣醫學會、台大醫院、社團法人台灣

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中華民國社會工

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

會全國聯合會共同舉辦之「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

守門人訓練-自殺防治新旅程」，於110年8月28日由
李明濱教授主持，與會貴賓衛生福利部李麗芬政務次

長及衛福部心口司諶立中司長亦蒞臨現場致詞，本研

討會以線上直播方式舉行，全國約15850名醫事人員
同步連線參與。

本次研討會主題為「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

守門人訓練-自殺防治新旅程」，根據調查研究顯
示，自殺死亡者在自殺身亡前7天內就醫的比例皆在
60%左右。65歲以上老人，自殺死亡前一個月內，曾
至醫院診所就診的比率將近九成。根據此研究，可了

解醫療體系在自殺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而第一線醫

療人員在這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社會工作者在

工作的過程中，有許多與弱勢族群接觸的機會，當中

不乏自殺高風險個案。故社會工作者在自殺防治工作

中，也與醫療人員具有同樣的重要性。近年來，臺灣

110年8月28日舉辦醫療安全暨品質研討系列《115》

第一線專業人員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自殺防治新旅程

漸漸邁入高齡化社會，長期照顧成為一項重要的議

題，照顧服務人員對於個案的生理與心理狀態需有一

定的敏感度，並培養覺察自殺風險與基本處遇能力。

此次訓練將結合多個醫療、社會工作與長期照顧相關

公會、學協會，針對第一線專業人員辦理自殺防治守

門人訓練，透過學習與討論增進其相關知能，而能辨

識、關懷及協助有自殺意念之患者及其親屬，預防憾

事之發生。

第一場「自殺防治新觀點」，由自殺防治學會詹

佳達秘書長主講；第二場「災難心理重建」，由林口

長庚醫院精神科張家銘副教授主講；第三場「自殺的

警訊、溝通、處遇與預防」，由台大醫學院護理學系

吳佳儀副教授主講；第四場「跨團隊的自殺防治：資

源連結與轉介追蹤」，由馬偕紀念醫院自殺防治中心

蕭雪雯社會工作師及全國自殺防治中心陳俊鶯副主任

主講。研討會之內容已放置全聯會網站，供當日不克

參與之會員進修。

(郭家妤整理)

主持人：李明濱教授(右)、
衛福部李麗芬政務次長(中)、
心口司諶立中司長(左)

講師：詹佳達

秘書長

講師：張家銘

副教授

講師：吳佳儀

副教授

講師：蕭雪雯

社工師

講師：陳俊鶯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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