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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頭言

前言--春天新氣象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103年

已過，感謝大家這一年來對公會的

支持合作，讓公會的會務及各種活

動，及醫界權益的爭取能夠順利運

作，向大家致上最大的謝意。

農 曆 年 剛 過 ， 一 年 之 計 在 於

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春暖花開，

嫩芽生長，欣欣向榮，春天帶來了

新希望，新氣息，新活力，祝福所

有醫界同仁，金羊年行大運，醫療

及志業都能平安喜樂順遂。

去年（103年）11月29日九

合一選舉結束，新的縣巿長及議會

議員產生就任後，均已邁開新的腳

步，大步向前。尤其台北巿柯文哲

巿長，那種高效率、公平、 無私守

法的精神感應與良性鼓勵下，各地

縣巿政府都努力改變過去不良的政

商舊關係，將所有的利益由全民共

享，而不是落入少數財團之手，過

去長期造成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

導致年青人心中沒有未來，窮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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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薪資也買不起房屋之苦 ，期盼創新

的縣市執政團隊能開創新未來，為

台灣人民帶來一線新希望，天佑台

灣。

應絕對禁止及預防醫療暴力

去年(103年)醫療法第26條106

條修正案通過，至今已滿一年。根

據衞服部提供103年一年的醫療暴

力事件通報統計資料，通報案件有

204件，其中有九件被裁罰 。剩

餘其他的案件尚在法院審理中。為

保障病人就醫權益及就醫場所之安

全，醫療零暴力是全民一起努力的

目標。醫療資源是全民共同的財

產，需要社會大眾一起珍惜。醫師

公會將利用各種機會，包括媒體，

宣導修正後之「醫療法」，醫療暴

力是屬於準公訴罪，呼籲民眾應自

我管控及共同來預防，讓所有醫療

人員在執業時及病人在就醫時，安

全不受干擾，創造一個全民安心就

醫的醫療環境， 期待與全民一起努

蘇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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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避開負面情緒及不滿之暴力行

為，早日達到「醫療零暴力」的目

標， 讓每位民眾享有安全安心的

就醫環境，獲得最佳的醫療照護服

務。

另今年3月3日高雄地檢署 蔡

宗瑞檢查長，於頒發榮譽法醫師聘

書的聚會，襄閱檢查官黃元冠的報

告中，說明檢查署希望採取速審速

決，以嚇阻醫療暴力事件，維護醫

療人員的人身安全，及就醫病患有

安全就醫環境。非常感謝警察、 檢

查官及法官，為了維護醫療人員的

安全及就醫病患的理想就醫環境所

做的努力，感恩。 

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

 有關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

補償法（草案）於103年5月29日立

法院朝野黨團協商全部條文審查後

完竣。針對初審保留之「醫糾基金

來源」，朝野立委一致同意由「菸

捐」挹注「醫糾基金」。但於103

年6月27日「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

事故補償法」草案曾排入立法院臨

時會審查。惟立法院朝野協商迄今

仍未獲共識，預期今年還有很多討

論的空間。  

有關基層醫療之抽審指標研商

104年3月12日全聯會基層醫療

服務審查執行委員會，邀請健保署

李丞華副署長暨審查組，研商基層

抽審指標議案，其摘要如下：

 1、健保現行加重審查項目，

將擇期與全聯會基層醫療服務審查

執行委員會重新檢視。另未來規劃

之加重審查項目，健保署將先徵求

全聯會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委員

會的意見。

2、有關「醫師自我看診」指

標 ，將以全國極端值抽樣為原則。

該指標併其他異常申報篩檢平台

（ODS）管理指標項目，由健保署

擇期重新檢視。

3 、 健 保 署 將 轉 知 分 區 業 務

組，分區實施之異常申報篩檢平台

（ODS）管理指標項目，需給分區

共管會議討論後再予以執行。

4、健保署考量電子病歷，是衛

福部長期推動政策。未來也將朝向

病歷資料電子化進行，爰逐步推廣

103.10.3國稅局黃正輝科長等蒞會協商溝通輔導執
行業務所得設帳乙事，蘇榮茂理事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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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宣導相關規劃，院所應請資訊廠

商預先準備相關應變事宜。目前醫

療院所們就現行規定，採雙軌併行

之制度，得以複製本或電子資料擇

一送審。

5、由全聯會基層醫療服務審查

執行委員會，收集法人設立診所、

醫院附設基層門診部或其他疑似醫

院設立之基層診所名單轉知健保

署，協助分析審查。

6、雲端藥歷查詢率，當成抽審

指標或免審處罰的依據部份，由健

保署攜回與分區業務組溝通討論。

相關處理方式，於各分區共管會議

提出討論。

檢視醫療院所建築及消防安全稽

查

隨著時代的進步，民眾就醫場

所之消防安全及建築使用執照的落

實稽核，將愈來愈受重視。請各位

會員務必遵循醫療院所設置建築法

規及消防安全法規， 以免受罰。

1、請各院所自行檢視，醫療區

域是否在合法建築物範圍內，建築

使用執照是否符合醫療用途。

2、醫院總樓地板面積，及醫療

服務範圍等醫院登記許可範圍，應

符合醫療用途使用執照規範。絕對

不得於非法地區執行醫療業務。

站在公會立場，絕對尊重並鼓

勵會員遵循建築及消防安全法規，

也期盼相關單位，能在消防安全無

慮，在法規的容許範圍內，舊建築

不涉及既往，給予列管， 以減少民

怨。

  
有關院所藥師調劑查核之現象

近來健保署針對各院所藥師上

班情形非常重視，尤其查核藥師有

無親自調劑之情形，當時醫藥分業

爭取醫師調劑權失敗後，院所都必

需陷在這種長期的查核困擾當中。

因為有申報調劑費及合理調劑量之

限制，有的院所會聘任兩位調劑的

藥師，呼籲大家，目前的法令是規

定A藥師調劑就申報A藥師之調劑

費用， B藥師申報就申報B藥師之

調劑費用，切不可混淆，電腦登錄

儘可能避免可能之行政疏失，以免

受罰。而如果院所中聘任藥師，其

健保登錄最好在院所中，以免健保

署針對其藥師投保之問題進行稽核

時，發生不必要之困擾。近期有的

院所被查核， 來請公會幫忙，公

會幹部也有去了解，但目前健保管

理相關事宜直接由總署交辦，一旦

進入法律程序，公會能幫助的空間

也不大。公會雖然希望盡量幫會員

爭取最大之權益，給會員較大之執

業空間，但是還是必需在合於法規

之範圍內，所以未來公會對於醫療

關注院所執業安全，法理情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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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的部份，會更加強資訊的

整合，及相關規定之傳達給會員知

道，對於不合理的地方我們一定會

去爭取，但是對於已經成法的事

實，還是需要遵守，以避免非必要

行政困擾。

診所與特約藥局間，調劑費差異

的檢討與省思

西醫基層診所藥師與特約藥局

之藥事服務費為何不同? 同樣是藥

師，同樣領有中華民國藥師執照，

同樣調劑基層診所的處方，同樣在

符合健保署規定調劑設備的調劑處

所調劑，調劑出同樣品質的藥品，

為什麼給藥7日內的調劑費，在藥局

是48元，而診所的是33元，相差15

元，即相差45%（在今年104年2月

1日之前尚未調高調劑費時是藥局

45元，診所是30元，相差15元，即

相差50%）。健保署是根據那些條

件而訂定這種差別待遇?

1、有歧視在診所就業藥師之疑

慮。

2、就藥師服務成本制定之項目

來說，包括處方確認、處方查核、

藥品調劑及核對、交付藥品、用藥

指導、藥歷管理、藥品耗損及倉儲

管理等，不管民眾到那裡調劑，不

論在特約藥局或基層診所，都有以

上相同之成本，但最後卻出現差異

高達45%〜50%的不同調劑費，請

問公平嗎？合理嗎？有就業地點歧

視嗎？同工不同酬的給付，違反社

會公平正義原則，又有一說詞，因

為是契約行為，是診所負責人同意

而與健保署簽訂的合約，一個願打

一個願挨，但台灣健保署是官方單

位， 又是單一承保單位，基層診所

為求生存別無選擇之餘地。因此請

健保署調整不公平的調劑費給付，

調高診所的調劑費與在藥局調劑之

費用相同，以符合公平正義的職業

尊重原則。

未來醫療相關法規趨勢--“法理

情” 重於 “情理法”—

近期公會在幫忙會員處理醫療

相關的法律問題時， 或是醫療糾

紛調解時， 發現以前講究 “情理

法” 的方式，已漸漸退居二線，取

而代之的，是講求 “法理情” 的

趨勢，一方面是民眾法律知識愈來

愈豐富，網路資訊愈來愈發達，所

以他們從網路上得來的醫學常識及

法律知識，不一定正確，但常會用

此種知識來質疑醫師的處方或是治

療，醫療人員必需花更多時間去跟

病人及家屬溝通，以避免不必要之

糾紛。另一層面是，跟我們息息相

關之健保署已轉為公務機關，他們

在執行跟院所相關之業務時，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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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謹守健保相關法規或衛福部及

健保署總局之規定，給醫療院所方

便對他們也許沒有任何幫助，但如

果被查核到沒有依法執行，對於他

們會受到嚴重的懲處，所以公務機

關在執法時也是步步為營，沒有太

大之讓步空間，一切以法為準則。

近期醫界跟法界也舉行多次的座

談，有跟許多庭長及律師討論，他

們認為，一般社會上對醫師還是有

相當的尊重，法界也能夠體會到醫

師救人的辛苦，但是有的醫師對於

法律之基本了解不夠，所以無法用

法律來保護自己及醫療人員，所以

在救人醫病之外，醫師也應該對於

醫療相關的法律條文有所了解，在

跟法律有關之事務，可以行方便，

但是不能太隨便，以避免不必要之

困擾，在必要的時候才能完整的保

護自身的權益。公會未來將會舉辦

相關講座，同時也會把相關醫法論

壇醫糾研討會的資訊提供給所有會

員，希望各位會員撥空參加，以增

加這方面的新知與常識。更希望各

位醫師會員能夠有更理想的執業環

境及空間，也祝福大家都能平安喜

樂，生活及家庭都能更加健康樂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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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1「反對病歷中文化」本會邀集高雄縣、屏東縣、澎湖縣醫師公會等理事長假

高雄國賓大飯店舉辦記者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