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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醫心防疫成功．樂活大台中 
109年醫師節慶祝大會暨醫療貢獻
獎頒獎典禮

各
位敬愛的各級長官及各界嘉賓、女士先生們、各位醫療先進、好夥伴們大家好、大家

晚安！

　今晚很高興，在此舉辦升格後大台中醫師公會的第三屆，也就是台中縣醫師公會成立後的

71周年的醫師節慶祝大會及醫療貢獻獎頒獎典禮。

　今年2020年以來，國際上新冠肺炎疫情屢創新高，還未趨緩，造成健康威脅之外，也影

響了經濟、和人類的生活。台灣防疫表現，得到全球讚賞。防疫政策和醫療品質優良，以及

全民落實健康防疫，才能有今日穩定的日常生活，但還是不能鬆懈。

今天也在此醫師節慶祝大會，來向日夜、時刻為民眾健康努力的醫師們，表達敬意和感謝！

　同時在此典禮盛會中，恭喜並表揚卓越貢獻、優秀精進、熱心公益、新進才俊等的當選醫

師們，皆是一時之選，感謝醫界菁英們的貢獻！

全國第一．中市衛生局防疫近滿分

　台中市衛生局在曾梓展局長領導之下，榮獲衛福部評定防疫及傳染病，全國第一名！得到

199分，幾乎滿分。台中市登革熱防治也得到滿分、結核病防治成績耀眼。

　中央疾管署更頒發「疫調辛勞獎」，肯定對疫情控制的貢獻和努力。在海軍敦睦艦一案，

清水順風診所周郁文醫師細心警覺，轉診採檢，衛生局主動疫情調查，發現個案海外旅遊

The Chairman's Letter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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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及早召回接觸者進行採檢及隔離，阻斷社區可能的感染風險。「護國有功」！

大台中合作社彭業聰主席，在過年期間緊急調度六萬多片口罩，第一時間提供每家診所，救

急的第一道防護。「安定軍心」！

　大台中醫師公會藍榮譽理事長掌握先機，事先建構綿密的會員群組通訊網，及時發佈最新

防疫資訊給會員因應。

並滙集意見向主管機關反應，透過App即時問卷統計，快速將大台中醫療院所實際的醫事人

員數量需求，提供政府，作為配發防疫物資可靠的依據，並成為中央的參照模式。「運籌帷

幄」！

台中榮獲 2020 健康城市亞軍

　2020健康城市大調查，從社會經濟、醫療服務、健康環境、整體成果各面相，台中排名

大躍進，榮登亞軍。台北因為擁有高度醫療資源，傲視全台，再度奪冠。

台中在社經、環境、醫療衛生服務等都名列前茅。

台中的刑案發生率全國最低，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進步到第1，

醫療保健支出進步最多，

台中的長照服務據點全國第一，

長照服務人數全國第一，

長照經費爭取全國最高（46億餘）

長照即時通APP全國首創，

成人預防保健利用率（30.08％）高於全國，

醫療衛生等九大面向，施政滿意度第一名。

全台最宜居、想移居城市．台中五連霸

　2020國際旅行網站，票選出台北，是全球最適合居住城市。但多數台灣人認為台中才是

最宜居城市。

　今年天下雜誌調查，又選出台中市，連續五年成為台灣民眾最想移居的城市。CNN也列出

9項特色，稱讚台中是台灣最宜居城市。

　尤其今年台中空污明顯改善，漸漸回復許多的藍天白雲好天氣，加上交通便利和物價高

CP值。盧市長打造全台最宜居城市，創下10年來施政最佳滿意度。

　九成市民覺得生活在台中感到幸福，幸福感第一。高達八成的市民不願遷居外地，留住台

中比例全台最高。

　氣候宜人，又有護國神山隔絕颱風。西部科技走廊、新市區完整規劃、美麗的街廓更加完

整舒適。住在台中，真的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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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健康．樂活．大台中

　台中優良的條件，和施政優良的成果，連續五年成為全台最宜居、想移民的「幸福」城

市。

　在健康方面，有衛生各級長官和全體醫療人員的努力，台中的「健康」城市排名榮登全國

亞軍。

　我們大台中醫師公會歷來擁有一貫優良傳統，敬業樂群、團結合作，努力精進專業品質，

致力照護市民和社區的健康。更大力推動各項「樂活」節目及社團活動來造福會員。

　期盼將幸福、健康、樂活從大台中醫師身體力行，擴展到全體市民。

　也讓我們一起以今天的主題：「醫心防疫成功．樂活大台中！」共同攜手邁進！謝謝大

家。

群策群力．舞唱熱情生命力

　11/1醫師節大會，是屬於全體大台中醫師與夫人的日子！

　不論是開業醫師還是醫院服務醫師，年輕醫師還是資深前輩們，不論是會員眷屬還是各界

來賓，典禮晚會帶給大家的，盡是尊榮、溫馨、震憾、與感動！

成就這美好成功盛會的背後，是多少夥伴們的熱情投入、努力付出，才得以完美呈現。有黃

健郎秘書長帶領優秀的秘書處幹部同仁、康樂王榮輝主委及委員們的用心推動、大台中醫師

夫人聯誼會秋敏會長與令敏秘書長規劃了令人囑目的重磅登場設計、醫師夫人聯誼會在現場

報到的辛苦幫忙、醫師夫人聯誼會咏舞舍的完美舞蹈、方德涵團長領軍的大台中醫師合唱團

的優美歌聲、簡小惠團長帶領的大台中醫師夫人合唱團的動人天籟、陸盛力團長帶領的大臺

中醫師流行爵士樂團的浪漫節奏、光田醫院陣容盛大的舞蹈團令人震撼亢奮的演出、大里仁

愛醫院MV熱舞社的青春活力和動感十足、國軍台中總醫院引人入勝的印度舞和肚皮舞的異

國風情舞蹈、慈濟醫院李冠儀醫師主唱的老賊樂團帶來電音曲目的熱門歌曲，衝到最高潮，

嗨翻全場！優秀的主持人陳彥鈞、徐正吉、蔡孟軒醫師及賴玲珍、戴惠如醫師夫人串連全塲

美好的夜晚、傅總幹事及各會務同仁、各贊助廠商、薇閣經理和執行長及各服務人員、李

永福醫師大導演的運鏡編導功力十足、蔡牧樵副秘書長使出渾身解數募集廠商和資源大力建

功、顏炳煌副秘書長完善的會場安排及動員、理監事們的奔走及招待、會員與來賓們的熱情

參與、等等等，交織成賓主盡歡的美好畫面。

　是幸福的大台中！是溫馨一家人的聚會！是令人光榮驕傲的時刻！努力建立台灣醫界的標

竿！更是繼續奮起的動力！感謝有您！

　醫師公會，團結、樂活、再出發！我們愛的大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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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因應全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持續升溫，為防範醫療體

系面臨秋冬流感季和 COVID-19 疫情之雙

重負擔，如臨床診治病人符合 COVID-19

通報定義時，應進行通報採檢

2 【衛生局】為加強監測及追蹤孕產婦疑似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 下稱 HIV)，以及

早因應介入，預防母子垂直感染發生，疾

病管制署修訂醫事人員發現 HIV 感染者通

報辦法及通報定義，將「HIV 初篩陽性孕

產婦」納為通報對象，並訂於本 (109) 年

12 月 1 日發布實施，請貴院惠予轉知並輔

導相關人員，熟稔通報與篩檢諮詢等相關

作業

相關附件請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網站首頁 / 專業服務

/傳染病防治/愛滋病防治專區/最新消息下載（網址：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

3 【衛生局】有關醫療照護工作人員依「醫

療照護工作人員疑似 COVID-19 擴大採檢

及個案處理流程」規定請假，所應給之假

別及給薪疑義

旨揭疑義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送疫情指揮中心

法制組討論，決議如下：( 一 ) 依勞工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勞工之病假未住院者，一

年內合計不得超過三十日」，同條第 4項規定：「普

醫事新訊 Medical Information

通傷病假一年內未超過三十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

其領有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未達工資半數者，由雇

主補足之。」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疑似 COVID-19 擴大

採檢暫停上班期間，除該員工於該年已請病假超過

三十日，否則雇主應依法給予員工半薪。

4 【衛生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09 年 8

月 25 日環署廢字第 1090062877 號公告，

訂定「限制含汞產品輸入」規定

一、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含汞血壓計產品除產品

除符合環保署公告之排除規定，並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外，不得輸入。

二、	另是類產品於109年 12月 31日前合法輸入者，

除環保署另有限制其販賣之規定外，得繼續販

賣。

三、	有關旨揭公告事項，已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環保署網站「主管法規查詢系統」下「最新消息」

網頁 (http：//oaout.epa.gov.tw/law/)。

5 【衛生局】為保障洗腎患者之健康權益，

醫療院所及相關醫事人員應使用合法透析

系統消毒劑，詳如以下說明段

一、	鑒於近日輿情，有不肖業者以非醫用消毒

劑 混 充 一 般 醫 療 器 械 用 消 毒 劑， 故 醫 療

院所如有購置智森國際有限公司所有之

「“PEROXYTHAI”DIVOSAN	ACTIV	( 衛署醫器

輸壹字第 005144 號 )」消毒劑產品者，於該產

品之合法性尚未確認前，應暫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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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復考量血液透析機使用於病患前之最終處理步驟

的消毒劑產品，屬醫療器材管理辦法附件一所列

「J.6885-液體化學性殺菌劑/高度消毒劑」品項，

為第二等級醫療器材，故應避免以「J.6890- 一

般醫療器械用消毒劑」等第一等級產品替代之。

6 【衛生局】重申為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

倘遇服務對象為未成年懷孕個案，請務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簡

稱兒少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至「社

會安全網 - 關懷 e 起來」進行責任通報

一、	兒少法第 53條第 1項規定略以：「醫事人員…，

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三、遭受第 49 條第 1

項各款之行為。...」；另同法第100條規定略以：

「…，違反第 53 條第 1項通報規定而無正當理

由者，處新臺幣6千元以上6萬元以下罰鍰。」。

二、	次查，性侵害防治法第 8 條規定略以：「醫事

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

者，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

報，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

三、	為保障兒少權益，如遇服務對象為未滿 16 歲或

滿 16 歲遭受性侵之懷孕個案（包括持續妊娠、

終止妊娠），請務必依前開規定，進行責任通報，

以免觸法受罰。

四、	相關通報方式，請逕至「社會安全網 - 關懷 e 起

來」（https://ecare.mohw.gov.tw/）進行通報；倘

有通報問題，可洽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中心，電話：04-22289111 分機 38750。

7 【衛生局】有關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出

版之「健康識能工具包」電子檔，請醫療

院所共同推動健康識能相關宣導使用

該署出版之「健康識能工具包」為提供第一線醫事專

業人員有力的工具，使健康識能友善服務的作法變得

具體且易行，包括 : 口語溝通包、長者溝通包、指路

包、健康數值包、問問題包及影音教材包等 6篇，電

子檔請逕至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

detail.aspx?CatId=22136 瀏覽下載運用。

8 【衛生局】函轉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檢送勞動

部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2 條、第 15 條修正案

一、	查本次修正係為保障受僱者或求職者之申訴權

益，避免受僱者顧及雇主為性騷擾行為人，而心

生害怕或直接離職，及求職者較難知悉事業單位

內部申訴管道，致其未透過內部申訴管道尋求救

濟，爰增訂旨揭第 2條第 2項規定 :「雇主應於

所訂定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中明

定雇主為性騷擾行為人時，受僱者或求職者除依

事業單位內部管道申訴外，亦得向地方主管機關

提出申訴。」，故非以先向事業單位內部管道申

訴為必要。又前開雇主為性騷擾行為人，所稱之

雇主係指僱用受僱者之人、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

之人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受僱者事務之人。

二、	旨揭修正案係為本次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109 年

11 月 1日施行。

9 【全聯會】衛生福利部修正「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作

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 109 年 10 月 23

日生效

旨揭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及旨揭發布令掃描檔，請至本

會網站 (gtma.org.tw/ 最新消息 / 公佈欄 /2020-11-06)

項下下載。同步刊登於本會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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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補正「專

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二條、

第七條、第十二條之修正條文、修正

對照表

旨揭修正條文、修正對照表請至本會網站 (gtma.org.

tw/ 最新消息 / 公佈欄 /2020-11-06) 項下下載。

11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檢送自付差額特材「冠狀動脈

塗藥支架」，依其功能分類之院所收

費極端值金額資料案

旨揭說明及有關冠狀動脈塗藥支架功能分類及極端值

金額資料，請至本會網站 (gtma.org.tw/ 最新

消息 / 公佈欄 /2020-11-06) 項下下載。

12 【全聯會】轉知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公

告有關「〝黃氏〞戒菸樂口含錠 2 毫

克 及 戒 菸 樂 口 含 錠 4 毫 克 (Nicodin 

Lozenges 2mg〝H.S.〞 及 Nicodin 

Lozenges 4mg〝H.S.〞）」納入醫事機

構戒菸服務補助計畫得申報補助之戒

菸藥品，並自 109 年 11 月 1 日生效

一、	旨揭 2 項藥品納入得申報補助之戒菸藥品

項 目， 戒 菸 樂 口 含 錠 2 毫 克 之 藥 品 代 碼

「A057335100」，補助額度為 6元；戒菸樂口

含錠 4毫克之藥品代碼「A057338100」，補助

額度為 8元，並請自 109 年 11 月 1日起生效。

二、	有關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列入補助之戒菸藥品

項目表計 24 項（含旨揭 2項藥品），該表已公

告於該署網站www.hpa.gov.tw。

13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自 109 年 10 月（費用年月）

起例行審查機制正常執行

該署前因應武漢肺炎 COVID-19 疫情，醫院及西醫基

層總額醫療費用審查機制採從寬認定原則辦理至 109

年 9 月（費用年月），自 109 年 10 月（費用年月）

起例行審查機制正常執行，詳如下列：

( 一 ) 門診重複用藥管理方案。

( 二 ) 門診 CT 及 MRI 跨院再執行未調閱案。

( 三 )	醫療費用例行審查作業：不予支付指標、醫令

自動化審查（「醫事人員資格」將另函通知啟動

時機）及專業審查。

14 【全聯會】有關藥品給付規定 9.80.

Osimertinib（如 Tagrisso）事前審查

相關疑義釋示

一、	該署於 109 年 3 月 25 日公告將含 osimertinib 成

分藥品（如 Tagrisso）納入健保給付，並自同年

4月 1日生效在案，惟邇來屢有醫療院所對於旨

揭藥品之給付規定申請爭議審議，爰該署針對相

關給付規定疑義。

二、	相關疑義釋示請至本會網站 (gtma.org.tw/ 最新消

息 / 公佈欄 /2020-11-06) 項下下載。

15 【全聯會】「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診療項

目，業經衛生福利部於 109 年 10 月

29 日以衛部保字第 1091260390 號令

修正發布，並自 109 年 12 月 1 日生

效

一、	旨揭修正總說明、修正規定修正對照表，請本會

網站 (gtma.org.tw/ 最新消息 / 公佈欄 /2020-11-

10) 項下下載。

二、	本次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修正，為

本 ( 一百零九 ) 年第六次修正。本次修正主要依

據一百零九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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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結果，新增西醫診斷穿刺診療項目一項及執

行「達文西機械手臂部分腎切除」給付與支付規

範、調升「精神復健機構 ( 日間型機構 ) 之復健

治療 ( 天 )」支付點數，以及修正適應症或支付

規範三項等

16 【全聯會】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前因

應 COVID-19( 武漢肺炎 ) 疫情影響，辦

理提升暫付金額方案，考量近期醫療

服務受疫情影響趨緩，自費用年月 109

年 9 月起全面停止提升暫付金額方案

17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修訂醫事人員發現 HIV 感染者通報

辦法及通報定義，將「HIV 初篩陽性

孕產婦」納為通報對象，並訂於 109

年 12 月 1 日發布實施

一、	為加強監測及追蹤孕產婦疑似感染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 ( 下稱 HIV)，以及早因應介入，預防母子垂

直感染發，疾管署修訂醫事人員發現 HIV 感染者

通報辦法 (附件1)及通報定義 (附件2)，將「HIV

初篩陽性孕婦」納為通報對象，並訂於本 (109)

年 12 月 1日發布實施。

二、	上述附件惠請至本會網站 (gtma.ogr.tw/ 最新消習

/ 公佈欄 /2020-11-18) 項下，請會員逕行下載並

熟稔通報與篩檢諮詢等相關作業。

18 【全聯會】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函知為提升民眾健康存摺就醫資料

之診斷碼及處置碼之正確性，請於健

保卡就醫資料上傳及醫療費用申報時

正確填報診斷碼及手術碼(ICD-10-CM/

PCS)

一、	該署業將 ICD-10-CM/PCS 之編碼限制相關資訊及

檔案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首頁＞健保資料站＞

國際疾病分類第 10 版＞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

2014 年版 _ICD-10-CM/PCS 編碼指引 (109.10.15

更新 )】供醫療院所編碼參考。

二、	另於健保卡就醫資料上傳及醫療費用申報時，該

署針對僅適用特定性別之編碼限制，增加資料上

傳及申報之預檢功能。

三、	該署訂於 109 年 12 月 1 日起健保卡就醫資料上

傳及醫療費用申報之費用年月109年12月起（含

110 年 1 月 1日起申報之其他費用年月補報）檢

核。

四、	請轉知所屬會員多加利用公告之編碼限制資料

及上傳 / 申報之預檢功能，並預先做好健保卡

就醫資料上傳及醫療費用申報時正確填報之準

備。

19 【食品藥物管理署】Fentanyl 成分

穿皮貼片劑型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

通表

有關「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請至食藥署網站

(http://www.fda.gov.tw)「首頁」	>	「業務專區」	>「藥

品」>	「藥品上市後監控 / 藥害救濟」	>	「藥品安全

資訊」下載，以保障病人用藥安全。

20 【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署 】「Baricitinib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及

「Isotretinoin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

溝通表」

有關「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請至食藥署網站

(http://www.fda.gov.tw)「首頁」	>	「業務專區」	>「藥

品」>	「藥品上市後監控 / 藥害救濟」	>	「藥品安全

資訊」下載，以保障病人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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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食品藥物管理署】刺激型瀉劑類藥

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有關「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請至食藥署網站

(http://www.fda.gov.tw)「首頁」	>	「業務專區」	>「藥

品」>	「藥品上市後監控 / 藥害救濟」	>	「藥品安全

資訊」下載，以保障病人用藥安全。

22 【中央健康保險署】修正「全民健康

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

規定及其健保用藥異動情形，因說明

及附件頁數過多，為響應節能減碳活

動，敬請自行於該署全球資訊網下

載 ( 路徑為：首頁 > 健保法令 > 最新

全民健保法規公告 )。或至本會網站

(gtma.org.tw) 下載參閱。本訊息亦同

步刊登於本會 APP/ 公會公告。

23 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以下成分藥品之

安全資訊，提醒會員注意，以保障病

患用藥安全回收或公告註銷下列藥

品，請會員配合辦理

各藥廠藥品回收因品項眾多，請各院所逕行至下列網

站查詢，並請配合該藥品回收。

( 一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首頁 ( 網址 :http://

www.fda.gov.tw/)> 業務專區 >藥品 >產品回收。

( 二 )	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站 ( 網址 :http://

consumer.fda.gov.tw/)> 產品回收。

( 三 )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首頁（http：//www.health.

taichung.gov.tw/）> 醫療院所交流平台 > 食品藥

物管理科。請各院所配合相關藥品回收。

( 四 ) 為	確保民眾使用藥物權益及安全，惠請所屬會

員依藥事法第 80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

規定辦理，倘有陳列販售下列藥品、醫療器

材，應配合下列公司回收驗章作業。

( 五 ) 本訊息同步刊登於本會 APP/ 公會公告。

	※本次轉知回收藥品之藥廠及藥品名為：

(1)	杏輝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製造之以下 16 項藥品

辦理回收回收產品品項（效期內全批號）：

	 	( 一 )	" 杏輝 " 喜癒痔軟膏（衛署藥製字第 021455

號）；

	 ( 二 )	若蘭仙施面皰凝膠 10 毫克 / 公克（克林達黴

素）（衛署藥製字第 038982 號）；

	 ( 三 )	" 杏輝 " 布咳樂液 0.8 毫克 / 毫升（衛部藥製

字第 059298 號）；

	 ( 四 )	" 杏 輝 " 舒明麗眼藥水（衛署藥製字第

050092 號）；

	 (五)"杏輝"安咳糖漿（衛署藥製字第029634號）；

	 ( 六 )	" 杏 輝 " 貝他每麗軟膏（衛署藥製字第

042269 號）；

	 ( 七 )" 杏輝 " 暈克錠（衛署藥字第 022467 號）；

	 (八)"杏輝"健聯乳膏（衛署藥製字第049422號）；

	 ( 九 )	" 杏輝 " 來縮酵素錠	90 毫克（衛署藥製字第

033531 號）；

	 ( 十 )	" 杏 輝 " 咳定康優膠囊（衛署藥製字第

046929 號）；

	 ( 十一 ) 保利肝膠囊（衛署藥製字第 027504 號）；

	 ( 十二 )	" 杏輝 " 美白軟膏 40 公絲（氫醌）（衛署

藥製字第 021570 號）；

	 ( 十三 )	" 杏輝 " 皮爽頭皮用液 1毫克 / 毫升（衛署

藥製字第 034569 號）；

	 ( 十四 )	" 杏輝 " 鹿茸荷爾蒙膠囊（衛署藥製字第

033518 號）；

	 ( 十五 )	" 杏輝 " 咳定平錠（衛署藥製字第 049767

號）；

	 ( 十六 )	" 杏輝 " 安嗽錠 30 毫克（安布索）（衛署

藥製字第 033415 號）。

(2)	瑩碩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之「立糖清膜衣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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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毫克 ( 衛署藥製字第 057860 號 )」( 效期內

批號 ) 藥品，擬辦理回收。

(3)	八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婕曦光療儀」( 衛

署醫器輸字第 020625 號 ) 許可證註銷。

(4)	台灣康匠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德昌廠製售之「友你

醫療口罩 ( 未滅菌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 008326

號，批號：2020.09.07~202.09.17」產品回收。

(5)	華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華新”手術

手套 ( 有粉 )」( 衛部醫器輸字第 029626 號 ) 許可

證註銷。

(6)	崇光有限公司販售之「" 崇光 " 醫用口罩」（衛部

醫器製壹字第 007115 號）產品違反藥事法規定，

須全面下架回收。

(7)	九羽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持有「可諾	血糖 / 膽固醇	

監測系統」（衛部醫器製字第 005639 號）許可證

註銷。

(8)	心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心心”防治皮

軟膏（衛署藥製字第 006237 號）」、「棄咳糖漿

（衛署藥製字第 044686 號）」、「規那維他－Ｂ

（內衛藥製字第 003364 號）」及「癒創木維他命

液（內衛藥製字第 004217 號）」等 4張藥品許可

證，因公司歇業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在案。

(9)	歐業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製造之「”歐業熱拿痛

錠”( 衛署藥製字第 016373 號 )」( 批號 WD05,	

WD06,	WD18,WD19,	WE08,	WE09,	WE10,	WG21，

共 8批 ) 藥品，因外觀異常擬辦理回收。

(10)	京華超音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大同超音波噴霧

器（衛署醫器製字第 002686 號）」及「大同超

音波治療器（衛署醫器製字第 002619 號）」等

2件醫療器材許可證，分別業經衛生福利部 109

年 10 月 27 日衛授食字第 1091610532 號及衛授

食字第 1091610531 號公告註銷。

(11)	信隆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製造之「" 信隆 "	優

利鐵膠囊（衛署藥製字第047050號）」（全批號）

藥品，擬辦理回收。

(12)	王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比斯胺明 ( 衛部藥

製字第 059650 號 )」藥品許可證，經衛生福利部

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以衛授食字第 1096817363

號公告註銷。

(13)	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台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以下 7張藥品許可證：

	 ( 一 )	「" 台耀 "	密特弗神 ( 衛署藥製字第 044719

號 )」。

	 ( 二 )	「" 台耀 "	 安帕洛定酸鹽 ( 衛部藥製字第

045393 號 )」。

	 ( 三 )	「" 台耀 " 美普巴邁 ( 衛部藥製字第 058992

號 )」。

	 ( 四 )	「" 台耀 " 醋酸優利司特 ( 衛署藥製字第

057223 號 )」。

	 ( 五 )	「" 台耀 " 鹽酸普比威林 ( 衛部藥製字第

058176 號 )」。

	 ( 六 )	「" 台耀 " 得托枚辛 ( 衛署藥製字第 057900

號 )」。

	 (七)「"台耀"依莰舒(衛部藥製字第060250號)」。



今
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所以在整個醫師節慶祝大

會的籌備會和往年有些不同，以求「防疫為上」、「安全第

一」。

1、	首先是座位，座次的分配與編排，採半實名制。而醫院與基層醫

師混坐，以促進醫師間的交流。而表演團體如合唱團、薩克斯風

等，依報備人數，給予固定桌次，受獎人員亦然。

2、	報到處分貴賓區、山、海、屯共四區，每一區分診所與醫院不同

報到名冊，且每一報到處均有一位帥哥醫師當場控與指引。

3、	為了怕晚會進行的時間太長，會增加群聚的風險。節目組在李永

福醫師的精心策劃下，使得整個流程很順利的進行。其中為了讓

節目進行的更流暢，與節奏的掌握，事前魏理事長、彭常監、林

副理事長、榮輝主委夫婦、秋敏會長夫婦、主持人：正吉、會場

負責人：登源、總幹事：小魚。我們為了不浪費時間，有先現場

演練，包括頒獎流程、場景轉換(利用摸彩時間)，所以很流暢的

縮短了約半小時。

4、今年的大會頒獎和往年不太一樣：

	 (一)	盧秀燕市長18：10準時出席，主持(1)第二屆和第三屆理事長

◎	文／黃健郎	秘書長

再出發

黃健郎秘書長賢伉儷

全體理監事及會員大合唱：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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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儀式；(2)頒發個人及醫院防疫貢獻獎。

	 	 	個人：	(ⅰ)	清水順風耳鼻喉科診所	周郁文醫師的專業警覺性，第一時間對海軍敦睦鑑染病的官

兵，轉診童綜合醫院採檢，成功阻斷社區感染的可能風險，護國有功(也接受蔡英文總

統表揚)。

	 	 (ⅱ)	大臺中醫療廢棄物合作社	彭業聰主席(亦是本公會常務監事)，在防疫初期，緊急調度

六萬多片口罩，作為防疫第一道防線，免於被動式感染的風險。

	 	 (ⅲ)	本公會	藍毅生榮譽理事長，對於防疫物資的發放與規劃，讓會員免於防疫物資缺乏的

恐懼。

	 	 醫院：	頒發防疫檢疫第一線的醫院：包括童綜合醫院(童敏哲院長)、光田綜合醫院(陳子勇院長)、

台中慈濟醫院(邱國樑醫務秘書)、大里仁愛醫院(郭振華院長)、國軍臺中總醫院(洪恭誠院

長)、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賴慧貞院長)、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徐弘正副院長)、大甲李綜合

醫院(張迪生院長)、清泉醫院(羅永達院長)，幾乎所有醫院均由院長代表出席授獎，誠屬不

易。可見這一屆醫院與診所的互動交流更為密切。

	 (二)	魏理事長頒發：

	 	 (ⅰ)	歷屆理事長榮譽理事長聘書：王茂雄榮譽理事長(國策顧問)、王乃弘榮譽理事長、潘至誠榮譽

理事長、吳義村榮譽理事長、蔡其洪榮譽理事長、藍毅生榮譽理事長。

	 (ⅱ)醫療貢獻獎名單如下：

				 	 新進才俊：	徐維農醫師(慈濟)、洪煒竣醫師(光田)、陳緒鵬醫師(童綜合)、鄭筑勻(仁愛)。

	 	 優秀精進：	劉益坊醫師(署豐)、李冠儀醫師(慈濟)、王守玠醫師(光田)、蔡依倫醫師(童綜合)、

趙世晃醫師(仁愛)、李建達醫師(國軍)。

	 	 卓越貢獻：	張文雄醫師(內兒科診所)、廖光福醫師(慈濟)、夏治平醫師(光田)、林國璽醫師(童

綜合)、洪恭誠院長(國軍)。

魏理事長帶領常務理監事與夫人

頒贈第三屆榮譽理事長聘書 感謝盧秀燕	市長及各位貴賓蒞臨指導

17



	 	 熱心公益：林正修醫師(署豐)、林牧熹醫師(光田)、吳昆明醫師(仁愛)、王守正醫師(國軍)

	 	 特殊貢獻：	張豐年醫師(豐壽診所)

	 	 	尤其是張豐年前輩醫師長期關注水資源議題，曾獲頒2020環境保護終身成就獎，是值得我們敬

佩與學習的典範。還有一特別推薦的卓越貢獻獎的前輩張文雄醫師，加入公會公益活動已超過50

年，是目前公會御用的專業攝影師。

	 	 (ⅲ)	傳承獎學金：(佑甡婦產科診所)林彥亘醫師之女─林奕秀同學、(童綜合醫院)黃尚堅醫師之女

─黃清揚同學、(童綜合醫院)黃湘雄之子─黃煒竣同學、(陳炎山家庭醫學科診所)陳炎山醫師

之女─陳柔安同學、(親親診所)辛志寬醫師之子─辛佩修同學、(台中慈濟醫院)林邑穎醫師之

子─林其寬同學、(健新復健科診所)李浤岦醫師之子─李宗翰同學、(崇德外科診所)謝宗輝醫

師之子─謝文秉同學、(安新診所)曾繁列醫師之子─曾子凡同學、(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曾智宏醫師之女─曾千懿同學。

	 	 (ⅳ)	頒發全國醫師盃羽球錦標賽：團體會員組冠軍，由蔡振生會長代表受獎。

　回顧整個醫師節慶祝大會整個流程：先是魏理事長帶領常務理監事與夫人	走紅毯開場秀重磅登場，接

著咏舞舍精彩演出揭開序幕。接著盧秀燕市長、曾梓展局長及魏理事長一系列頒獎，長官致詞、理事長致

詞及介紹貴賓(參與的貴賓除盧市長、曾局長外有楊瓊瓔立委、江啟臣立委、何欣純立委、陳柏維立委、

顏寬恒前立委、吳瓊華市議員等)，之後就是精彩的節目表演與摸彩。先是醫師夫人合唱團演唱，接著醫

師合唱團，再來是醫師流行爵士樂團表演，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光田醫院在陳子勇院長帶領下的精彩演

出，不僅有台上，還有台下魅力四射的演出。接著仁愛醫院MV熱舞社與國軍臺中總醫院肚皮舞很精彩。

壓軸的表演是由李冠儀主任帶領的老賊樂團，不僅帶動全場氣氛，讓大家非常熱情的一起動起來，大家才

會high到最高點。最後由魏理事長帶領全體理監事與幹部身著醫師白袍一起大合唱「再出發」，真的在後

疫情時代因魏理事長的帶領下「醫心防疫成功，樂活大台中」，我們不只「不一樣」，「團結」、「樂

活」、「再出發」。

後記：	要感謝的人真的很多，從理事長、監事長開始，所有參與晚會策劃、所有會務人員、五位主持人、

所有表演團體、贊助廠商、葳格國際會議中心謝經理及會場人員、與會所有貴賓。最重要的感謝各

位攜家帶眷來參加晚會的會員，有大家參與與參加是我們向前的原動力，當然還是有很多需要改進

的，期待明年會更好。

第三屆理監事及榮譽理事長合影

iPhone12得獎者

感謝國軍臺中總醫院蒞臨演出

當日活動照片已置放於本會網站 (gtma.org.tw/ 活動花絮 /109 年醫師節慶祝大會暨第七屆醫療貢獻獎 )，惠請有

需要之受獎者或表演者自行前往下載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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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臺中醫師流行爵士樂團蒞臨演出

感謝大台中醫師夫人合唱團蒞臨演出

感謝大台中醫師夫人聯誼會咏舞舍蒞臨演出

感謝光田綜合醫院蒞臨演出

感謝大台中醫師合唱團蒞臨演出

感謝大里仁愛醫院MV熱舞社蒞臨演出

感謝台中慈濟醫院李冠儀醫師率領老賊樂團蒞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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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維農 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洪煒竣 醫師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陳緒鵬 醫師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鄭筑勻 醫師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蔡依倫 醫師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王守玠 醫師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趙世晃 醫師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李建達 醫師
國軍台中總醫院

張文雄 醫師
張文雄內小兒科診所

廖光福 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夏治平 醫師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林國璽 醫師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洪恭誠 醫師
國軍台中總醫院

新進才俊

卓越貢獻

劉益坊 醫師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李冠儀 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優秀精進

第七屆醫療貢獻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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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修 醫師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林牧熹 醫師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黃湘雄 醫師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吳昆明 醫師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王守正 醫師
國軍台中總醫院

熱心公益

傳承獎學金
‧( 佑甡婦產科診所 ) 林彥亘醫師之女 - 林奕秀同學

‧( 童綜合醫院 ) 黃尚堅醫師之女 - 黃清揚同學

‧( 童綜合醫院 ) 黃湘雄之子 - 黃煒竣同學

‧( 陳炎山家庭醫學科診所 ) 陳炎山醫師之女 - 陳柔安同學

‧( 親親診所 ) 辛志寬醫師之子 - 辛佩修同學

‧( 台中慈濟醫院 ) 林邑穎醫師之子 - 林其寬同學

‧( 健新復健科診所 ) 李浤岦醫師之子 - 李宗翰同學

‧( 崇德外科診所 ) 謝宗輝醫師之子 - 謝文秉同學

‧( 安新診所 ) 曾繁列醫師之子 - 曾子凡同學

‧(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 曾智宏醫師之女 - 曾千懿同學

張豐年 醫師
豐壽診所

特殊貢獻

傳承獎學金─曾千懿	同學

傳承獎學金─辛佩俢	同學 傳承獎學金─謝文秉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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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醫師常見的

稅務節稅問題與合夥經營實務稅務節稅問題與合夥經營實務

►

►

►

►

►

►

國稅局對醫師查稅實務案例解析與節稅問題分享

勞動檢查的因應方式？勞資問題實務上如何排解？

合夥經營(報稅)常見的迷思與實務架構校正

門前藥局有什麼好處？可能衍生出什麼問題？

辛苦一輩子面對遺贈稅調高，如何創造節稅空間？

如何設立防護網，保護自己與心愛的家人？

報名電話：0926 938 819

傳真： 02 2726 6377

恆富VIP尊榮茶會講座
110/05/16(日) 1:00~5:00 PM

台中福華飯店

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29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姓名               診所               手機

一對一稅務諮詢

報名電話：0926 938 819 

傳真： 02 2726 6377

恆富VIP尊榮茶會講座

台中福華飯店
1:00 - 5:00 PM

0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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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登錄

立即登錄

立即線上辦卡

注意事項：◎活動期間：2020/7/1∼12/31。◎【指定國內飯店10%現金回饋】本活動需登錄，限以玉山醫師無限卡消費，消費採歸戶合併計算，活動期間最高6,000
元，回饋金將於當期帳單回饋，不另累計一般消費回饋，若達回饋上限，則不再享任何回饋；若採刷卡分期將統一於首期帳單回饋。指定國內飯店消費之認定依該消
費商店登記之商店行業代碼為基準，詳見玉山官網。◎一般消費定義及詳細活動內容請參閱玉山銀行信用卡網站。◎若無註明均以新臺幣計算。◎玉山銀行與各合作特
店保留活動修改、變更 及終止之權利。

登錄並刷玉山醫師無限卡

享指定國內飯店10%現金回饋 

※活動期間回饋上限6,000元。

謹慎理財信用無價◎循環利率：5.88%-15%(依本行電腦評等而訂，基準日：2015/9/1)◎預借現金手續費(依預借現金

約定結付幣別區分)：預借現金金額x3.5%+(新臺幣100元/3.5美元/350日圓/2.5歐元)◎其他相關費率依本行網站及申請書公告

國內一般消費享1%現金回饋

登錄且當月累積國外消費(含實體商店及網路購物)

滿20,000元，享3%現金回饋

˙

˙

回饋方式 現金回饋

1%

2%

3%

卡片原回饋 (回饋無上限)

無限卡

國外消費

活動合計回饋

當月消費滿20,000元加碼回饋
(每月回饋上限5,000元，期間最高30,000元)

※國外消費活動每月歸戶加碼回饋上限5仟元，

   活動期間最高3萬元。

※國外消費活動需登錄。

玉山銀行 醫師尊榮限定

玉山醫師無限卡是一張專為醫師打造規劃的卡片，提供美食、飯店住
宿、高爾夫等多項尊榮禮遇。卡片優惠包括每筆一般消費刷卡享有1%起
現金回饋，以及結合一卡在手便利無限的悠遊卡功能，讓會員享有最精
緻、安全、便利的享受與保障。 

首次申辦玉山醫師無限卡正卡，核卡後90天內
享國內一般消費5%現金回饋(需有本行帳戶自扣

及綁定玉山Wallet，回饋上限3,000元)

※一般消費不含保費與國內飯店消費。

首刷禮

專屬優惠

尊榮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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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韋儀器工業有限公司

洽詢電話: 03-4756888    

E-mail: ent@shinwei1.com.tw

耳鼻喉科治療台

治療頭燈

耳鼻喉科治療椅
相關器械

後疫情診所藥局的數位轉型
滿足病患需求的診藥聯網大平台﹔醫療、創新、電子商務

線上線下銷售通路 資訊串流系統整合

藥品聯採 藥局營運 慢箋預約領藥

滿足民眾便利性 提升民眾忠誠度

資訊串接 輪廓蒐集 數據分析 精準推播

CDP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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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影音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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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全球人壽 冠一營業處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尊酒坊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恆富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商福維克樂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台中營業處

家多利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高峰藥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理勝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森禾智慧美學有限公司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新韋儀器工業有限公司

新聯祥廣告 勤美之森

裕民汽車股份有限公司（INFINITI）

臺中市都更危老重建推動協會

慶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麗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芳名錄



公會活動花絮
1 109年11月7日「第七十三屆醫師節慶祝大會暨資深醫師及醫療典
範獎頒獎典禮」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訂於 109 年 11 月 7日假圓山大飯店舉辦「第七十三屆醫師節慶祝大會暨資深醫師

及醫療典範獎頒獎典禮」

本會表揚名單如下：

◎防疫特殊貢獻獎：周郁文	醫師 ( 順風耳鼻喉科診所 )、彭業聰	醫師 ( 順和眼科診所 )

◎醫療服務年滿六十五年資深醫師：謝元度	醫師

◎醫療服務年滿六十年資深醫師：陳添濤、劉啟榮、戴文凱	醫師

◎醫療服務年滿五十五年資深醫師：蔡仁惠	醫師

◎醫療服務年滿五十年資深醫師：王憲洽、林瑤棋、孫恒雄、莊銘雄、陳天珍、陳鄭添瑞、陳繼信、蔡篤隆		醫師

◎醫療服務年滿四十五年資深醫師：	王晴標、白哲義、何東煥、李廣仁、林郁卿、林舜盟、張中立、張之光、

張治國、張信可、張銘城、張豐年、莊雪霞、陳成福、陳壽星、游永福、

黃正賢、蔡金福、蔡國喜、鄧鎮衡、賴耿光、遲景上、蘇壬潭	醫師

◎醫療服務年滿四十年資深醫師：	呂理嘉、李東瑩、李清榮、林秋能、邱增益、張振昇、許清榮、傅憲舫、劉振華、

劉銘國、蔡景晴、蔡鴻鈎、謝光烜、余恂、廖敏洋、卓錦文、蔡林坤、蔡振生、

簡肇棟、邱瑞浩、陳大衛、張耀中、簡守信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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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09年11月12日魏重耀理事長、陳俊宏監事(診協理事長)參加
台中市醫師公會主辦中區縣市公會、協會與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聯誼餐敘

臺中市政府為感謝疫情期間本會所轄之醫療院所協助新冠肺炎
防疫工作，謹訂於醫師節前夕透過醫師公會會員活動辦理頒
獎，以資感謝

各醫院代表授獎 魏重耀理事長、藍毅生榮譽理事長、彭業聰常務監事、周

郁文醫師代表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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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09年11月6日魏重耀理事長參加童綜合醫院假中部科學園區管
理局舉辦之「AI精準健康醫療生態系論壇」活動

109年11月11日魏重耀理事長、陳俊宏監事(診協理事長)、管
灶祥監事參加童綜合醫院舉辦高階影像中心新機啟用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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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臺中醫師公會109年全國醫師盃桌球錦標賽榮譽榜
大臺中醫師公會 109 年全國醫師盃桌球錦標賽戰績

1、長青團體組第5名

2、會員團體組(六人制)第5名

3、首長組個人單打冠軍：國軍臺中總醫院	洪恭誠	院長

4、理監事組個人單打季軍：國軍臺中總醫院	洪恭誠	院長

5、40歲組個人單打第5名：名家皮膚科診所	洪光正	醫師

大臺中醫師公會代表選手

長青團體組：	國軍臺中總醫院─洪恭誠、文貴旺診所─文貴旺、清濱醫院─施文良、名家皮膚科診所─

洪光正、安新診所─陳煥升、楊文澤小兒科診所─楊文澤、趙見福診所─趙見福、清泉醫

院─劉再昭、光田綜合醫院─嚴允和、厚德診所─林漢輝		醫師

會員團體組(六人制)：	光田綜合醫院─李秉學、大里仁愛醫院─孫一誠、童綜合醫院─張凱惟、童綜合醫

院─莊毓峰、童綜合醫院─黃國生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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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BIRTHDAY

大臺中醫師公會會員

祝本會會員12月份壽星快樂

12月份壽星生日快樂榜

(109年12月份生日，共計206位。)

尤宏娟 毛明雅 王壬申 王文中 王本文 王立敏 王克彬 王志豪 王明倫 王俊卿

王振生 王書鴻 王唯堯 王富年 王棻瑩 王雲虎 王榮輝 王維慶 朱敬中 朱賢義

何子建 何念寧 何致德 何家奭 何逸然 何德泰 吳一德 吳元欽 吳岱芠 吳俊諺

吳啟民 吳喬森 呂岡原 呂政彥 呂家興 巫旻憲 李世煌 李典岳 李忠耕 李則進

李家福 李偉裕 李基成 李錦根 沈煥庭 周立偉 周百達 周怡伶 周東甫 周啓文

易志成 林中信 林仁光 林佑蓉 林佳佳 林昌宏 林明毅 林彥華 林英夫 林振川

林晉良 林耿億 林啓忠 林菁俞 林隆慶 林澤林 邱惠龍 金忠孝 姜仁惠 柯宗伯

柯敏正 柯麗麗 胡恩理 倪永倫 夏恒健 徐江宏 徐翊庭 祝利燦 馬志豪 馬翊慈

高智泉 高敬翔 張文傑 張文魁 張宇智 張色雍 張育睿 張峯榮 張峻菁 張清源

張烱峯 張進芳 張敬仁 張肇哲 張歐高奇 張鋕鋒 張靜雄 張顧議 曹承榮 梁志豪

莊宗儒 莊承叡 莊銘森 莊銘雄 莊潤璋 許東昇 許政雄 許峻銘 許烱光 許斯鈞

許慶芳 郭定緯 郭啟中 郭敏勇 郭肆福 陳力平 陳水亮 陳仕明 陳立民 陳光華

陳志康 陳志鵬 陳沛慶 陳明俊 陳俊嘉 陳冠文 陳則堯 陳建旭 陳彥汝 陳泉隆

陳珍釵 陳恩慧 陳振宇 陳國銓 陳淑儀 陳逸婷 陳雅惠 陳歆淳 陳義平 陳詩華

陳嘉鴻 陳龍華 傅宗啟 傅俊凱 彭楷瑜 曾世明 曾春芳 曾效參 曾雅旭 黃中明

黃少敦 黃彼得 黃怡菁 黃東曙 黃俊雄 黃國書 黃慶來 黃璇華 黃寶菊 楊文義

楊其瑞 楊明忠 楊朝輝 楊嘉欣 楊慶鏘 楊鴻興 葉偉程 葉懷華 壽勤勝 廖宏達

廖晉興 趙世晃 趙章舉 趙凱聲 劉力仁 劉有增 劉暄峰 劉嘉駿 潘光華 潘建勳

蔡佑杰 蔡林坤 蔡政潔 蔡高頌 蔡瑞軒 蔡銘雄 蔡儀勳 蔡慶儒 鄭立甫 鄭宇傑

鄭重欣 鄭曜忠 盧俊安 蕭榮隆 賴永清 戴浩平 謝宜熹 謝東賢 韓建中 簡邑軒

藍毅生 魏文強 魏玉亭 羅達富 蘇光緯 蘇煥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