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6.2.10.(106)高市醫會總字第 052.-063.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考選部及教育部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會銜發布「國外大學或 

            學院醫學系科學歷採認原則」，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生效，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 

            發佈中下載參考(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4.全醫聯字第 1060000033 號函辦理。 

二、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第十三條及第四條附表 

            一、第五條附表二、附表三，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 

            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01.16.全醫聯字第 1060000074 號函辦理。 

三、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修正發布「藥害救濟給付標準」第七條，

詳細修正條文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4.全醫聯字第 1060000030 號函辦理。 

四、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針對「依規定時程完成 

            B型肝炎疫苗接種，經檢驗為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表面抗體陰性者」之建議辦理追加接種措施， 

            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01.23.全醫聯字第 1060000119 號函辦理。 

五、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修正發布「預防接種作業與兒童預防接種紀錄檢查及補行接種

辦法」，詳細修正條文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中下載參考，請  查

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23.全醫聯字第 1060000147 號函辦理。 

六、主旨：轉知疾病管制署 106 年起實施之「兒童常規疫苗接種處置費補助作業計畫」， 

            請會員依循辦理，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中下載參 

            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23.全醫聯字第 1060000151 號函辦理。 

七、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書函，含全身性麻醉劑及鎮靜劑成分藥品之「藥品安全資

訊風險溝通表」，請會員注意相關事項，以保障病患用藥安全，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17.全醫聯字第 1060000116 號函辦理。 

      (二)有關該溝通表會員可至該署網站/首頁/業務專區/藥品/藥品安全資訊中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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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24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37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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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10 

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註銷註銷註銷、、、、回收或撤銷回收或撤銷回收或撤銷回收或撤銷藥品、藥物及醫療器材之許可證等，因藥品及 

藥廠種類繁多，本會不再逐項條列，請會員務必於訂購藥品前或隨時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網站查詢最新資訊。 

註銷：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資訊查詢/每月新核發、註銷、變更、展延許可證月報 

回收：食品藥物管理署/業務專區/藥品/各類名單/產品回收 

 

健保  

八、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修正「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規定，其 

           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搜尋【藥物給付修正】 

             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6.全醫聯字第 1060000047 號函及全聯會 106.2.2.全醫聯字第 1060000138 號 

             函辦理。 

九、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修正發布「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部分規定， 

          並自 106 年 2 月 1 日生效，其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 

            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18.全醫聯字第 1060000113 號函辦理。 

十、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 106 年「全民健康保險高診次者藥事照護」計畫，其詳細

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6.全醫聯字第 1060000066 號函辦理。 

十一、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

醫資訊方案」，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其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

參考(http://www.doctor.org.tw)，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6.全醫聯字第 10600000086 號函辦理。 

      (二)公告事項： 

        1.旨揭方案置於該署全球資訊網/公告，請自行擷取。 

        2.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上傳檢驗(查)結果、人工關節植入物資料及出院病歷摘要之格式說明置 

          於該署全球資訊網/醫事機構/醫療費用支付項下，請自行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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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高鐵快速購票☞「企業專屬售票窗口企業專屬售票窗口企業專屬售票窗口企業專屬售票窗口」☞☞告知「企業會員編號企業會員編號企業會員編號企業會員編號 76235246762352467623524676235246」 

，省時間又便利，請會員、眷屬多多利用！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C3%C4%AA%AB%B5%B9%A5I%AD%D7%A5%BF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33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14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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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課程  

十二、主旨：本會 106 年 3 月份學術活動如下附表，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上課地點：高雄市醫師公會四樓禮堂 

(二)報名方式： ＊請會員事先報名，俾便統計人數準備餐點事宜＊ 

1.網路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教育課程/進入欲

上課課程/點選上角【我要報名】；報名後請於上課前至本會網站查詢個人報名編號， 為節

省報到時間，請上網確認及切記報名編號。 

2.電話報名：請會員於報名截止日期前電話 07-2212588 報名。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報名截止日 申請積分類別 備註 

106/3/2(四) 

12:30-14:30 

達文西機器手臂微創

手術在耳鼻喉暨頭頸

外科領域的最新發展 

莊蕙青副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耳鼻喉科 

即日起至 

106/2/24 止 

耳鼻喉科. 

家醫科.一般科. 

高雄市 

診所協會

主辦 

106/3/10(五) 

12:30-14:30 

會癢的皮膚病鑑別與

治療 

李志宏主任-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皮膚科 
即日起至 

106/3/7 止 

皮膚科. 家醫科.

一般科.護理 
 

106/3/23(四) 

12:30-14:30 

C 型肝炎的最新進展-

特別是 DAA 在 C 肝治

療的進展及治療現況 

胡琮輝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即日起至 

106/3/20 止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 
 

106/3/24(五) 

12:30-14:30 

我國長期照顧服務之

法律層面解析 

許文章主任-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消化外科 

即日起至 

106/3/21 止 

醫師專業法規 

護理專業法規 
 

106/3/31(五)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

例討論會 
主持醫院：市立聯合醫院 

即日起至 

106/3/28 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護理 
 

 
 

活動  

※登山隊訊  (登山活動是有風險的，請先衡量自身能力及裝備)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備   註 

106/3/19（日） 笠頂山、真笠山、白賓山 
白賓山：H810m，山頂略有展望，腹地寬闊平坦，是南部的後花園路線，人潮多。 

真笠山：H1166m，山頂略有展望，腹地寬闊平坦，適合休憩。 

笠頂山：H659m，又稱笠置山，小百岳第 076 號，山頂略有展望。 

詳細費用及行
程內容陸續公
告於公會網站
休閒藝文區。 
洽詢電話: 
(07)2212588 

106/4/15-16 

(六－日) 
一日半行程 

【麟趾、鹿林、鹿林前山，三山美食泡湯饗宴之旅】 
整條稜線上的鹿林山與麟趾山是展望最佳之處，可遠眺整個阿里山山脈、玉山山

脈、甚至中央山脈南段山岳。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花草主角登場，沿途花草種

類繁多，是一趟既知性又安全的高山賞花健行及泡湯之旅。 
 

 

理事長 王王王王    欽欽欽欽    程程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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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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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192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193
http://www.doctor.org.tw/life_detail.php?id=146
http://www.doctor.org.tw/life_detail.php?id=147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6.2.10.(106)高市醫會總字第 064.-074.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修正後「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處理違章建築執行要點」，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 

            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1.4.高市衛醫字第 10630038900 號函辦理。 

二、主旨：轉知有關推動 106 年「大腸癌篩檢醫療院所獎勵計畫」詳如說明段，請各醫療 

            院所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1.17.高市衛健字第 10630395400 號函辦理。 

      (二)旨案為提升轄區醫療院所對於大腸癌篩檢參與及民眾的便利性，藉由獎勵方式提高大腸癌篩檢

率。 

      (三)活動期間：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6 年 11 月 30 日止。 

      (四)活動對象：基層診所及地區、區域醫院（排除國民健康署 106 年癌症篩檢/診療品質精進計畫

醫療院所）。  

      (五)執行方式：依醫療院所別分成以下兩組競賽方式進行。 

        (1)基層診所：至少完成 50 人大腸癌篩檢才能參與本競賽活動，採用累計方式計算，依篩檢人 

           數分成 6 組，給予 1,000-10,000 元禮券。 

        (2)地區及區域醫院：至少完成 50 人大腸癌篩檢才能參與本競賽活動，採用累計方式計算，依 

           篩檢人數分成 6 組，給予 1,000-6,000 元禮券；以上二組競賽，衛生局分別於 7 月 10 日、 

           12 月 10 日前於國民健康署大乳口系統下載各醫療院所完成篩檢量，篩檢統計完成後，通知 

           符合獲獎勵診所領取禮券。  

      (六)審查標準：完成篩檢人數依國民健康署癌症篩檢系統報表為主。  

      (七)計算方式：上半年依系統統計日期至 106 年 6 月 30 日；下半年統計以 106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

上傳，逾期不列入成績計算。  

      (八)領獎：篩檢統計完成後，予以函文通知符合得獎資格醫療院所，進行簽收請領禮券。 

三、主旨：轉知請洗腎診所儘速於106年4月30日前取得核准廢(汙)水管理計畫，及遵守水 

          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事宜，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 

            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4.全醫聯字第 1060000031 號函辦理。 

四、主旨：轉知中央健保署增修全民健康保險藥品交易定型化契約簽訂作業問答集乙案， 

請會員依規定辦理，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 

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26.全醫聯字第 1060000160 號函辦理。 

五、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更新105年度第3季安全針具品項清單，詳細內容請會員至 

          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17.全醫聯字第 1060000129 號函辦理。 

六、主旨：轉知國民健康署修正「罕見疾病國內確診檢驗補助流程圖」、「國際醫療合作 

          代行檢驗服務方案作業流程」及「罕見疾病病人使用維持生命所需之居家照護醫療器材相關補助 

            之審查原則」之審查類別一及二，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 

            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26.全醫聯字第 1060000162 號函辦理。                          P4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31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28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50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A6w%A5%FE%B0w%A8%E3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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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函「人體細胞治療產品人體試驗附屬計畫申請資料檢核表」 

            、「人類細胞治療產品人體試驗附屬計畫問答集」及「人類細胞治療產品人體試驗附屬計畫審查 

            流程」，，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 

            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106.1.17.全醫聯字第1060000100號函辦理。 

八、主旨：轉知為鼓勵各級醫療機構依法申報健保勞工職傷案件，提供有關申報之相關法 

            令依據、特約醫療院所申報職災門診費用代碼表、申報說明、模式、流程、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 

            診單範本及其他相關資訊，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 

            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16.全醫聯字第 1060000045 號函辦理。 

九、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特約醫 

            院、診所、助產機構、精神復健機構、居家護理機構、居家呼吸照護所適用)」第三條、第六條、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九條條文，詳細內容請會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 

            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18.全醫聯字第 1060000104 號函辦理。 

十、主旨：轉知為協助提供醫師轉介病人至長期照護體系之窗口，有關「長照2.0申請流 

          程」、「各縣市照管中心」及「105年度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審查結果通過試辦單位」之資訊詳 

            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全聯會 106.1.13.全醫聯字第 1060000103 號函辦理。 

      (二)有關「長照 2.0 申請流程」、各縣市照管中心之聯絡資訊整理，詳細資訊可洽衛生福利部護理

及健康照護司網站之各縣市照管中心連結（http://www.mohw.gov.tw/cht/DONAHC/DM1.aspx? 

          f_list_no=58l&fod_Iist_no=1442)。 

      (三)有關 105 年度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審查結果通過之申請單位資訊，請會員至至本會網站/重

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http://www.doctor.org.tw)。  

十一、主旨：轉知有關保險對象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自確診開始服藥二年後之醫 

              療費用，自106年2月4日起改由全民健康保險給付，請相關醫療院所配合辦理，詳細內容請會 

              員至本會網站(http://www.doctor.org.tw)/重要公文發佈中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1.18.全醫聯字第 1060000105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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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A4H%C5%E9%B2%D3%ADM%AAv%C0%F8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38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35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40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