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6.3.1.(106)高市醫會總字第 090.-097.號 

受文者：各位會員 

法令、醫藥  

一、主旨：轉知因應今年首例境外移入H7N9流感病例及國內首度死亡禽鳥檢體檢出H5N6

病毒疫情，請會員依說明段辦理，請  查照。 

說明：(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2.17.高市衛疾管字第 10631143300 號函辦理。 

            (二)中國大陸近期H7N9病例持續增加，統計自105年10月1日迄今累計365例H7N9流感病例，以江 

                蘇省115例、浙江省65例、廣東省41例及安徽省33例為多，傳染途徑大多數為禽傳人。今（  

                106)年2月初本市出現首例境外移入H7N9流感病例。  

            (三)此外，中國大陸自103年起迄今累計17例H5N6流感病例，均為散發，分佈於廣東省、湖南省、 

                雲南省等8個省分，多為重症，12例死亡，致死率70%，逾八成具禽類或活禽市場暴露史。本 

                國農委會亦於本(106)年2月2日於花蓮玉里之禽類檢體檢出H5N6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之後 

                陸續於宜蘭、臺南、嘉義之禽類檢體陸續檢出，H5N6禽流感病毒屬新型A型流感亞型其中一 

                種，傳染途徑為禽傳人。  

      (四)有鑑於目前中國大陸仍處 H7N9 流感高峰期，為保障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與市民安全，籲請醫師 

          應保持警覺，針對類流感求診病患務必確實詢問病患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與群聚情形 

         （TOCC)，包括國內外禽鳥接觸史，如發現疑似新型 A 型流感病例，應立即與轄區衛生所連繫 

          並進行通報。 

            (五)新型 A 型流感病例定義、病例通報方法等指引公布於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 

                gov.tw)／專業版／第五類法定傳染病／新型 A 型流感專區項下，請逕行上網查詢。 

二、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來函通知，行政院於 106 年 1 月 5 日公告修正「管制藥品 

          分級及品項」部分分級及品項，並自 106 年 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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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10.全醫聯字第 1060000214 號函辦理。 

三、主旨：轉知衛生福利部函知，「辦理 106 年度藥害救濟業務之受託單位」公告，請會員 

          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址 http://www.fda.gov.tw)之「本署公告」自行下載參考，請 

            查照。 

說明：依據全聯會 106.2.10.全醫聯字第 1060000215 號函辦理。 

四、主旨：轉知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106 年度藥品不良品(含療效不等)及化妝品不良事件

(包括不良品及不良反應)通報相關業務之委託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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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17.全醫聯字第 1060000265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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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65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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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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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9.全醫聯字第 1060000204 號函辦理。 

 

繼續教育課程  

六、主旨：本會 106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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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7(五) 

12:30-14:30 

最新 Anticoagulation 
therapy 暨新型抗凝血藥
劑 

劉秉彥主任- 

成大醫院心臟血管科 

即日起至 

106/3/31 止 

內科.家醫科. 

一般科.護理. 

百靈佳藥

廠 

106/4/11(二) 

12:30-14:30 

105 年度稅務講座— 
所得稅、贈與稅、遺產稅、
相關節稅 

李建成會計師顧問- 

勤實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即日起至 

106/4/6 止 
  

106/4/14(五) 

12:30-14:30 
壓力與精神健康促進 

吳景寬院長- 

慈惠醫院 
即日起至 

106/4/10 止 
積分申請中 

高雄市衛

生局主辦 

106/4/20(四) 

12:30-14:30 

小兒常見皮膚科的診斷與

處置 

吳介山主任- 

高雄榮民總醫院皮膚科 

即日起至 

106/4/17 止 

皮膚科.家醫科 

兒科.一般科 
 

106/4/21(五) 

12:30-14:30 

診所經營管理-單人診所 

、聯合診所、連鎖診所 

1.李玟青醫師 

2.吳孟憲醫師 

即日起至 

106/4/18 止 
  

106/4/28(五) 

12:30-14:30 

高雄地區兒科聯合病例討

論會 

主持醫院：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 

即日起至 

106/4/25 止 

兒科.家醫科 

一般科.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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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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員結婚賀儀禮金為6000元，但夫妻二人皆為會員時，由1人申請，禮金為6000 

     元。申請期限及應備文件：於戶政機關登記後二個月內持戶籍滕本正本至本會申 

     請，逾期不受理。生效日期:106年1月26日起。 

106.3.1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php?keyword=%C3%C4%AA%AB%B5%B9%A5I%AD%D7%A5%BF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197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198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199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00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01
http://www.doctor.org.tw/course_detail.php?id=4202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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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旨：轉知本會與高雄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牙醫師等公會聯合舉辦「當王子遇見 

          公主之黃金傳奇」未婚聯誼活動，人數有限，敬邀單身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為促進各公會單身會員間之彼此認識與交流，並拓展社會人脈與提升對其他專門職業友會及 

               職業領域之認識，高雄五師六會於104年舉辦「當王子遇上公主」活動，獲得參加會員一致之 

               好評。今年，高雄五師六會再接再厲，精心規劃，隆重推出「當王子遇上公主之黃金傳奇」 

               活動，歡迎未婚會員與會員未婚子女、親友報名，尋找您的真愛。 

           (二)舉辦時間：106 年 4 月 9 日(日)上午 08:00 文化中心門口廣場集合報到，搭乘專車出發 

            ，當日下午 17:30 返抵高雄。 

           (三)舉辦地點：台南市柳營區南元休閒農場(全國最大的植物園、花園、鳥園) 

           (四)報名人數及資格： 

1.性別比例：各公會 4 男 4 女以上之單身會員，總數以 10 人為限，年齡不拘，依繳費報名先後 

            順序額滿為止。 

             2.報名優先順序：(1)會員優先，(2)會員未婚子女，(3)會員親友。 

             3.報名時請攜帶身分證至本會填寫報名表並繳費。 

           (五)報名費用：新台幣 1500 元(包括門票、交通、保險、餐飲、獎品等)。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 月 15 日止，請至本會填寫報名表並繳費。 

           (七)請報名參加者著輕便服裝，球鞋、休閒鞋及攜帶雨具，另得攜帶名片到場。 

 

八、主旨：本會舉辦 106 年度高爾夫球聯誼賽，請會員踴躍報名參加。 

      說明：(一)比賽時間：106 年 4 月 9 日(星期日)上午 11 時 30 分正準時開球 

            (二)比賽地點：高雄高爾夫球場(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球場路 270 號，07-3701101) 

            (三)比賽辦法：採新貝利亞法計算差點 

            (四)報名資格：高雄市醫師公會會員及配偶，報名免費，但果嶺費及桿弟費自理。 

            (五)比賽規則：依照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協會規定及高雄球場單行規則。 

            (六)報名方式：請欲參加者填妥報名表如下，並於 3 月 19 日前郵寄或傳真(07)215-6816 本會。 

            (七)公會球隊於同日成立，歡迎會員踴躍加入。 

理事長 王王王王    欽欽欽欽    程程程程 
以下報名表請撕下傳真回本會 

----------------------------------------------------------------------------- 

【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106 年度高爾夫球聯誼賽】報名表  

會員姓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會員配偶：                       出    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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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     通知                        106.3.1.(106)高市醫會總字第 098.-100.號 

受文者：有關會員 

一、主旨：轉知為保障外來人士在台生活權益，請各醫療院所開放掛號系統得以外僑(永 

          久）居留證證號（統一證號）掛號，請  查照。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06.2.13.高市衛醫字第 10630880800 號函辦理。 

二、主旨：轉知為協助院所因應新制勞基法及勞動檢查，提供可茲參考之依據，全聯會特 

            彙編「勞基法新制上路 醫療院所因應須知」手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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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2.全醫聯字第 1060000148 號函辦理。 

           (二)本手冊包含勞動基率法部分修正條文說明（如一例一休、加班費計算變動）、新舊條文對照表、 

               因應勞動檢查相關參考資料及勞動基率法及相關法規等。 

三、主旨：轉知中央健康保險署 106 年度「四天以上長假期開診時段維護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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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9.全醫聯字第 1060000211 號函辦理。 

 

理事長 王王王王    欽欽欽欽    程程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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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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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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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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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73
http://www.doctor.org.tw/document_detail.php?id=6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