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診所協會會員: 大家平安!   

 
    每年的八月八日都是一個值得期待又快樂的日子，但今年的八八父

親節真可以說是一個變了調的父親節，雖然一如往常的與兒子及好友一

同在餐廳慶祝父親節，但用餐席間眼看著窗外的大雨不停的下著，心中

還真是起了一份不安的感覺，接連兩天又下了更大的豪雨，當電視上已

開始播放著南部災情的畫面，而畫面上又報導著這是五十年來最大的災

情，心中最直接的反應是〈What can I do some thing for the people〉於是趕

緊連絡協會的幾位重要幹部商談的結果，立刻決定發起愛心捐款活動。 
畢竟救人是醫者的天職，只是距離實在太過遙遠了，但無論如何我們總

能盡點力吧!個人也相信有許多的會員在接到協會的賑災活動通知之前，第一時間之

內已經發揮您的愛心捐出了您們的善款到相關單位，但是還是有許多的會員相當支

持協會的活動再一次送出您們的愛心作了二次或三次捐款，雖然我們南投縣的醫師

人數不是很多,但我們的愛心是絕不落後的。台灣只是世界上一個很小很小的小島，

但老天爺是多麼殘酷，竟然在十年內給了兩次這麼大的災難來考驗台灣人民的愛心

耐力與意志力，回想起十年前的那場九二一大地震，當我們身處驚慌苦難中時，來

自全國各地的關懷愛心不管是金錢物資的捐助或人道的關懷都讓我們能快速地 走出

傷痛恢復正常的生活，此刻正是知恩感恩報恩的最佳時刻，在此個人除了對各位的

慈悲善行非常地敬佩之外也願意代表受惠的災民們致上最深的謝意!每個人不一定會

有很棒的人生,但只要您願意,一定可以再在關鍵時刻做很棒的事。自古有謂【積善之

家慶有餘】各位會員今日的善行必會為日後帶來無量的福報。 

 
       最後敬祝各位會員 日日平安 事事心想事成      

 盧勝堂                                                 理事長 敬上

                                            

西醫基層總額支付中區委員會

98年8月份科管理會議紀錄  

 

------------------------   內科   ----------------------------  

ㄧ、 修正耳鼻喉部局部處置不予支付指標(限內科診所)為>15%不予支

付。(分母為 46XX) 

二、 確認院前診所名單。 

 

------------------------   外 科   --------------------------- 

ㄧ、第二季爆量>250 萬點，舊診所成長率>3%以上，按公式高額折付。  

二、因第一季外科已結清未扣款，外科目標點值應補回 330782 元前期扣

款。健保局尚未執行。  

決議：(ㄧ)請健保局在第二季因把目標點值調高 3307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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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參加高額折付院所抽審作業，健保局尚未執行。請討論。  

 

決議：請健保局確實執行，並明確標示該院所為未參加高額折付。以利審

查醫師參考。  

 

------------------------   小兒科   --------------------------- 

三、對釋出處方簽診所隨機抽審條件設定。 

決議: 釋出處方簽診所隨機抽審時 04 案件至少抽 10 件，少於 10 件者全

抽。 

 

------------------------   婦產科   --------------------------- 

一、 98Q2 門診+住院申請點數與 97Q2 比較有正成長診所，超出點數折付

5%。(但如 98Q2 申請總點數＜90 萬且有正成長者除外。) 

二、 如有不同意診所，連續 3個月隨機抽審總案件之 10%。 

 

------------------------   皮膚科   --------------------------- 

ㄧ、7月份皮膚科預估點數約超量約 300 萬點 

  決議: 

 （一）就 6月份實際申報點數依分科管理加抽原則加強抽審 

98 年中區西醫基層總額分科管理加抽原則 

1.合計點數大於 25 萬且成長率大於 10%加以抽審。 

2.每日藥費大於 P90 且大於 25 點。 

3.申報合計點數為＂正成長＂醫療院所平均每件診療費大於P85且大於50

點；＂負成長＂醫療院所平均每件診療費>=P95 ﹔每件診療費 65 點以上

加強審查，如未改善約談輔導。 

4.就醫次數大於 P90 且大於 1.58。 

5.非皮膚科專科醫師,合計點數大於 20 萬且成長率大於 0。 

（二）6 月份合計點數成長率>10%的診所 13 家一般隨機抽樣審查,不另外

立意抽審。 

（三）6月份每日平均藥費最高 2家(申請件數 2462、4501)就分管理原則

抽審外立意加抽＂藥費申報點數＂前 20 件。 

（四）6月份每件平均診療費大於 p90 診所排除負成長(申請件數 3568)及

合計點數小於 25 萬點(申請件數 150)(7 家)立意加抽＂高診療費＂前 20

件。 

（五）6月份平均就醫次數大於 P90 且大於 1.58(共 4 家)一般抽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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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復健科   --------------------------- 

一、 為配合中區委員會９８年６月２５日會議決議(請各科於８月２０ 

日前，將上半年超支情形結清繳回)，本科委會決議如下： 

(一) 計費用年月 98 年 1 月至 98 年 6 月，總申報點數大於 900 萬點(含)

之診所，其總成長點數(與費用年月 97 年 1 月至 97 年 6 月比)，大於 200

萬點(不含)以上部份繳回 35%，100 萬點(不含)至 200 萬點(含)部份繳回

20%，100 萬點(含)以下部份繳回 10%。 

(二) 新診所以平均每月 100 萬點(含)為基數，超過部份視為成長，加總

成長後，依上述公式計算繳回金額。 

 

註:以上為中區委員會98年8月份科管理會議決議之部分節錄,實際執行仍

有變數,僅先提供大家參考。 

 

 

 
 
 

1. 9 月 4 日協會於信義鄉同富村舉辦「八八水災」義診。內科由盧理事長

負責,兒科為草屯小太陽診所陳榮裕醫師,眼科為草屯現代眼科楊錦文醫

師,精神科埔里惠承診所吳元欽醫師,外科及皮膚科草屯王外科診所王俊

隆醫師。民眾反應熱烈,總共服務約九十多人次。藥品及人員均由各醫師

義務支援。並獲得縣府頒贈感謝狀。 

協會在此感謝各位熱心醫師為提升協會形象做出的奉獻,也希望後續

的愛心活動能持續獲得更多會員的支持。 

回程時盧理事長及王常務理事並順道拜訪當地診所,了解山地執業情

況,並代表協會向長期為偏遠地區民眾服務,勞苦功高的醫師致意。 
 
有意願支援義診活動者,請通知協會,以便列入儲備名單。 

 
2. 本次系列賑災活動完全未動用協會資金,郵寄費用及感謝贈品均由理

事長個人支出。 

義診藥品及支援人員加班費用則由個別醫師負責。 

 

3. 理事長自費購買隨身水壺(不銹鋼及壓克力混合材質)贈予捐款同仁,

因貨源不足,擬於九月底併同捐款收據一起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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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愛心卡就診率不高,經檢討原因,可能在於貧苦民眾無力繳交健保

費,理事長目前已徵得十家診所同意,對於持愛心卡但無健保者,給予免費

醫療。三個月後由協會統計就醫名冊,健保局將動用公務預算替這些民眾

繳納保費。願意響應這項善舉的診所,請於十天內電話通知協會。 
 

在最黑暗的角落 點一盞燈  

在最淒寒的路上 生一把火  

生命因利他而豐富(造福)  

慧命因自覺而成長(修慧) 
 
5. 近日有注射流感疫苗的診所,均被要求加附冰箱內部照片及八月份溫度

登記表。此舉造成會員極大困擾,並有多位會員向協會抱怨。經盧理事長

向衛生所詢問答曰出自衛生局要求,衛生局新任承辦人張小姐則說是上級

要求。協會經查證外縣市並無此規定,相關規定僅註明須附冷藏設備資料。 

盧理事長及前理事長許鵬飛醫師已向防疫課反應,課長表示,簽約所需資

料,明年會事先通知。盧理事長表示照相並非必要,附冰箱內部照片更屬擾

民之舉,冰箱只要能保持溫度要求(2~8℃),也不一定非大冰箱不可。流感

疫苗注射純屬醫界配合政府政策服務民眾之舉。應鼓勵而非刁難。若官方

要求過多, 將綜合大多數會員意見,或提交會員大會決議後集體採取行動,

屆時請大家團結一致,支持協會立場。 

 
6. 竹山區特約商家新增璞園藝術坊,電話: 049-2653205, 0911987017。 
地址: 竹山鎮延平新村 1 之 20 號 
持協會會員卡優惠: 竹藝 7 折, 竹炭 8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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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鵬飛醫師.張志傑醫師
 

 
 ( ) :各分局就醫人數統計表 單位 千

分局 97Q1 97Q2 97Q3 97Q4 98Q1
台北 4,185 3,901 3,700 4,121 4,200
北區 2,067 1,946 1,853 2,053 2,090
中區 2,760 2,551 2,446 2,715 2,774
南區 2,100 1,949 1,888 2,065 2,121
高屏 2,268 2,064 2,041 2,216 2,267
東區 300 284 267 284 305
全局 13,206 12,308 11,810 13,046 13,242 

        
  各分局就醫人數成長率

97Q1 97Q2 97Q3 97Q4 98Q1分局

0.45% -0.71% -3.02% -1.23% 0.36%台北

2.40% 0.76% -1.37% 0.17% 1.12%北區

中區 0.77% -1.80% -2.45% -0.05% 0.50%
-1.06% -1.99% -2.16% -1.61% 1.00%南區

0.33% -2.39% -2.43% -1.56% -0.01%高屏

-2.56% -1.77% -4.35% -2.39% 1.87%東區

全局 0.63% -1.09% -2.24% -0.93% 0.28%
 
 

   
      各分局申報件數成長率

分局 97Q1 97Q2 97Q3 97Q4 98Q1
台北 1.03% 0.19% -3.77% -0.97% 0.26%
北區 3.72% 1.95% -2.11% 0.90% 1.64%
中區 1.13% -2.23% -3.52% 0.41% -0.15%
南區 -1.52% -2.91% -2.45% -2.63% 0.11%
高屏 1.34% -3.04% -1.70% -1.81% -0.97%
東區 -1.51% -0.67% -4.03% -2.05% 0.30%
全局 0.98% -1.17% -2.90% -0.87% 0.12% 

    
        98 1西醫基層 年第 季點值

局別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0.90983021 0.93855856 台北

0.88885065 0.92716683 北區

中區 0.91738482 0.94276844 
0.97728896 0.97929428 南區

0.90692805 0.93730809 高屏

1.06801462 1.02938128 東區

全局 0.92100570 0.94592217 
 
 

   
  98 2西醫基層 年第 季點值推估

局別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0.9528 0.9667 台北

0.9342 0.9539 北區

中區 0.9653 0.9753 
1.0334 1.0234 南區

0.9578 0.9708 高屏

1.1222 1.0806 東區

全局 0.9699 0.9788 
   
  註: 第二季各區點值均上升,但一至六名 
      排名沒有變動,中區仍站穩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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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流感相關資料 
 

【2009/09/07 聯合晚報】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提出「八大危險症狀」的判斷指標
 
新流感症狀與季節性流感差不多，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提出「八大危險症狀」的判斷指標，

患者如果出現呼吸短促、發紺、呼吸困難、血痰或有顏色痰液、胸痛、意識

改變、高燒持續三天以上、低血壓等八大危險症狀時，一定要立即就醫，接受臨床處

置。 
疾病管制局長郭旭崧指出，H1N1 新流感病毒與季節性流感病毒是有不同的，在臨床表現上，

如發燒、全身痠痛、倦怠等症狀，幾乎一樣，很難區分，但是在家中或共同生活環境裡，如果

是多人而且年輕人先感染、 出現症狀時，就可能感染了H1N1 新流感病毒。 
 
H1N1 新流感病毒的傳播方式，目前公認主要藉由飛沫或接觸等途徑而傳播感染，至於空氣傳

播方式大多是在特別情況下發生，如執行氣管內插管、氣管鏡檢查等醫療行為。為此，疫情指

揮中心最近行文至各醫療院所，提醒醫療人員，在收治處理有呼吸道症狀的人，應戴上外科口

罩，沒有口罩時，務必以手帕、衛生紙擋住口鼻，衣服、衣袖也可暫時應急。 
 
健康的民眾處於平時生活環境中，目前仍不用戴口罩，只要勤洗手並維持良好的衛生習慣，

落實呼吸道咳嗽禮節即可。上學、上班的民眾如出現發燒、類流感症狀時，至少要在家休息數

天。 

     藥物治療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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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基層診所執行A型流感快速篩檢名冊   製表日期：98年9月4日16時

診所名稱 地址
備有克流感藥

品
聯絡電話  

名淵診所 南投市民族路244號 是   2222818  

曾俊傑診所 南投市大同街1巷2號 是   2223875  

楊聰明診所 南投市復興路373號 是   2239955  

幼安小兒科診所 南投市民族路243號 是   2206706  

梁力仁診所 南投市彰南路2段391號 是   2202155  

李澤霖耳鼻喉科診所 南投市文昌街98號 是  2221727  

林洸燁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路626號 是   2318735  

宏安耳鼻喉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路670號 是   2338109  

洪瑞成小兒科診所 草屯鎮中山街36.38號1樓 是 2323151  

林錦林診所 草屯鎮虎山路736號 是   2357509  

泰安婦產科診所 草屯鎮中正路608號 是 2333168  

平安診所 國姓鄉北山村南港路303號 是   2452506  

鹿谷鄉農民診所 鹿谷鄉廣興村光復路188號1樓 是   2753995  

懷恩診所 信義鄉明德村玉山路29-1號 是 2792257  

水里鄉衛生所 水里鄉博愛路205號 是   2770079  

許英皓小兒科診所 水里鄉民權路150號 是 2777308  

博愛診所 水里鄉民生路126號 是 2871555  

埔里鎮衛生所 埔里鎮中山路2段256號 是 2982157  

吳錦翼耳鼻喉科診所 埔里鎮南昌街249號 是 2989448  

普仁診所 埔里鎮東峰路19號 是 2930373  

南投縣醫院執行A型流感快速篩檢名冊

鄉鎮市 醫院名稱 地   址
提供快速篩

檢地點
窗口聯絡電話  

南投市 署立南投醫院 南投市復興路478號 門(急)診 049-2231150#2262  

埔里鎮 埔里榮民醫院 南投縣埔里鎮榮光路1號 門(急)診 049-2990833#3761  

埔里鎮 埔里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里鎮鐵山路1號 檢驗科 (049)2912-1515#2860  

南投市 南基醫院 南投市中興路870號
門(急)診、

住院

049-2225595 

分機1214或1911 
 

竹山鎮 竹山秀傳醫院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75號 檢驗科 (049)2624266-3201  

草屯鎮 佑民醫院 草屯鎮太平路一段200號 檢驗室 049-2358151#1225  

草屯鎮 曾漢棋綜合醫院 草屯鎮虎山路915號 門診3診 049-2314145#719  

草屯鎮
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草屯分院
草屯鎮平等街140號 檢驗科

049-2321188 

#370或371 
 

名間鄉 新泰宜婦幼醫院 名間鄉新街村彰南路571-1號 診間 049-2227787#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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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西醫診所協會發動醫界投入88水災賑災資源----捐款            
填表人：吳元欽

          
 

捐贈屏東縣政府

 
游尚翃/尚德診所 160000
陳俊義/陳俊義耳鼻喉科診所 10000
張國治/張國治耳鼻喉科診所 10000
陳耀宗/陳耀宗診所 3000
劉茂斌/林錦林診所 5000
王國榮/林錦林診所 5000
柯銘致/大千診所 10000
王毓麒/光海診所 5000
孫家富/潔明眼科診所 1000
游景峰/景聖耳鼻喉科診所 2000
陳文裕/陳文裕內兒科診所 10000
許峰雄/泰安婦產科診所 10000
周亞中/亞中診所 5000
陳俊助/草屯陳診所 5000
簡國仁/簡國仁診所 3000
詹勝吉/詹外婦產科診所 3000
蔡長志/蔡長志診所 2000
洪國禎/童聯合診所 10000
林榮津/新仁愛診所 10000
蕭安順/祐幼小兒科診所 10000
莊垂麟/莊診所 10000
葉剛雄/大雄泌尿科診所 5000
袁柏耀/湘昌診所 5000
洪建斌/洪德診所 5000
吳坤鴻/英仁外骨科診所 5000
曾俊傑/曾俊傑診所 5000
陳碩容/佳佳診所 4000
徐紹倍/徐紹倍診所 3600
許英皓/許英皓小兒科診所 3000
陳澤珊/平安診所 2000
戴俠/崇德診所 2000
張光位/光陽診所 2000
梁怡和/梁怡和診所 2000
洪瑞成/洪瑞成小兒科 2000
陳立強/陳立強診所 10000
劉志元/淵源診所 10000
謝明哲/謝明哲診所 10000
林倧鈞/祐安小兒科診所 5000
蔡連鉢/慶聲診所 5000
施美枝/莊眼科診所 10000
黃淑姿/黃皮膚科診所 6000
謝榮坤/永吉診所 5000
林寶幼/寶仁復健科診所 5000
林篁村/仁濟診所 6000
劉興潮/瑞斌診所 10000
姚美輝/姚美輝骨外科診所 10000
蘇訓正/安杏診所 10000
蘇俊仁/錫安診所 10000
沈觀森/沈皮膚科診所 5000

 
 

 
劉春輝/劉春輝診所 10000
廖述義/中欣診所 5000
林國政/中欣診所 5000
楊明翰/昱安復健科診所 20000
黎俊奇/黎俊奇診所 10000
梁克昌/安泰診所 10000
吳錦翼/吳錦翼耳鼻喉科診所 10000
魏宗正/得恩診所 10000
林良鄃/芸通耳鼻喉科診所 50000
張榮坤/張榮坤診所 10000
張大川/張大川聯合診所 10000
林建村/台大建村皮膚科診所 10000
王明賢/王婦產科科診所 20000
黃正誠/黃正誠診所 10000
詹孟昌/詹診所 10000
王增裕/泰源診所 10000
王明經/王明經診所 10000
陳俊謙/人安內科診所 10000
莊振生/莊眼科診所 30000
李世忠/李眼科診所 10000
曾光宏/聖光小兒科診所 14000
賈惠洲/惠承診所 10000
吳元欽/惠承診所 10000
童萬知/童聯合診所 10000
賴光裕/童聯合診所 10000
陳宏麟/埔里鎮衛生所 5000
大埔里地區基層醫師聯誼會 15000
盧錫民/金生診所 20000
朱輝忠/金生診所 20000
盧勝堂/盧內科診所 22500
翁文德/慈惠診所 10000
王明仁/慶生診所 10000

 
指定捐贈台灣世界展望會

 
謝立中/謝立中聯合診所 100000
陳信利/嘉信眼科診所 20000
洪啟芬/洪啟芬診所 20000
林經堯/林經堯神經外科診所 20000
王俊隆/王外科診所 10000
楊維凱/小太陽診所 10000
陳榮裕/小太陽診所 10000
張金德/張耳鼻喉科 10000
鄭良哲/良敏診所 10000
于振湘/民眾診所 2000
洪一敬/育英診所 5000
許鵬飛/許內兒科診所 5000
楊秀珠/盧內科診所 20000

 
小計 1120100

 
P9 



(醫事人員)捐贈屏東縣政府 
 

醫事人員/醫療院所 金額（元）

10000/蔡瑞聖醫檢師 新埔里檢驗所

5000/邱瑞瀅 金生診所

1000/李秀鳳 金生診所

1000/謝雅玲 金生診所

1000/楊佳萍 金生診所

1000/伍惠慈 金生診所

1000/邱麗秋 金生診所

1000/伍惠美 金生診所

500/林劍玉 金生診所

500/袁志華 金生診所

200/巫秀玉 金生診所

1000/洪金富 金生診所

小計 23200  
 
 

共襄盛舉。 特別感謝埔里金生診所發動員工捐款及新埔里檢驗所

 
前理事長張志傑醫師捐款至南投縣政府二十萬元, 內政部三十萬元。洪啟芬醫師捐款

至慈濟十二萬元。蔡文雄醫師捐款至 TVBS 救災專戶十萬元。除此之外,亦有許多同

仁捐款至各慈善機構,不及一一表列,協會在此一併感謝各位的愛心。 
 
 

88 ----南投縣西醫診所協會發動醫界投入 水災賑災資源 醫療服務
 

 填表人：吳元欽

 
支援人力（人次）

/醫師 醫療院所 醫療站設置地點 醫事人員
醫師 護理人員

 
其他

盧勝堂醫師 信義鄉同富村 盧勝堂醫師

)   黃文芳藥師/ (盧內科診所 活動中心 內科

王俊隆醫師 信義鄉同富村 王俊隆醫師
  護士一人/ ( ) 王外科診所 活動中心 家醫科

陳榮裕醫師 信義鄉同富村 陳榮裕醫師
護士一人/ ( ) 小太陽診所 活動中心 小兒科

  

楊錦文醫師 信義鄉同富村 楊錦文醫師

)    / (現代眼科診所 活動中心 眼科

吳元欽醫師 信義鄉同富村 吳元欽醫師

)    / (惠承診所 活動中心 精神科

迦南精神

護理之家
  

王學英 李民傑
 

護理師 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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