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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診所協會會員: 大家好 ! 
日子過得真快,一晃眼已是秋高氣爽的晚秋季節。個人自年初接任第三

屆理事長一職以來,幾乎是每日都過著相當忙碌的日子。但是能有機會為

會員多做點事是個人最感榮幸也是最樂意的事。【在其位謀其政,不在其

位不謀其政】是個人多年來所堅持之信念，因此在兩年的任期中努力貢

獻自己的心力、克盡職責為協會全體會員謀取最大的利益，這也是之前

個人對全體會員的承諾。

 

回憶這將近一年來,協會還真的推動了幾件相當有意義的活動，首先是

聯合中部四縣市診所協會簽定特約商家方案，雖然我們已完成了任務，但其他三縣

市尚在努力中，希望很快會有好結果向大家報告，接著又向彰化診所協會取經，為

了關懷縣內的弱勢族群，協會與縣府社會處合辦愛心診所活動，本以為協會的活動

到此可以告個段落，沒想到八月份忽然來個震驚全國的八八大水災，基於人饑己饑

人溺己溺的同理心，協會發動了送愛心到災區活動，也獲得會員熱烈的回響，雖然

南投診所協會在全國醫療團體中是個人數相對少數的團體，但是我們所展現出來的

愛心與向心力卻不輸給別的團體，針對這點個人除了感謝協會全體理監事的辛勞付

出外，更要感謝全體會員的支持與團結。

 

十月份政府發表了一份舉國震驚嘩然的新聞，政府已與美國簽約即將進口帶骨牛

肉，醫師全聯會亦於網站上發表聲明反對進口美國牛肉，在取得多數理監事的認同

下，協會決定發動會員支持並聲援消基會的公投連署活動，希望有意願加入公投連

署站的會員儘快與協會連絡。基於專業的良知,我們有義務為全民的健康多盡一分力

量，相信各位會員也一定同意我的意見吧! 

 

協會已於上次理監事會議中決定明年的會員大會將於元月十日召開，我們選擇

了風景優美的埔里牛耳石雕公園為會議場所也安排聚餐後的相關活動，預料精彩可

期，有請各位會員儘量撥空參與此次盛會，您的參與將是我們最大的榮耀與最佳的

禮物，最後個人在此以最虔誠的心祝福全體會員家親眷屬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理事長 盧勝堂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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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醫療費用申報概況☆  

( ) 一

年月 醫療費用點數成長率 申報件數成長率 每件醫療費用點數成長率

98 2第 季 4.20% 2.54% 1.68% 
9807 7.55% 7.48% 0.06% 

 
) (二

月份
就醫次數、

成長率

每件診察費、

成長率

每件診療費

、 
成長率

每件藥費、

成長率

每日藥費、 
成長率

每件給藥

日數、成長率

97Q1 1.54 -0.55% 259 2.02% 63 -1.16% 125 -3.30% 22.9 -6.98% 5.5 3.96% 
97Q2 1.52 0.82% 273 2.51% 80 6.33% 133 -1.16% 22.9 -6.38% 5.8 5.58% 
97Q3 1.51 0.46% 279 2.65% 86 11.36% 139 3.94% 22.9 -2.83% 6.1 6.97% 
97Q4 1.55 0.52% 266 1.25% 74 4.90% 133 6.93% 23.3 3.38% 5.7 3.44% 
98Q1 1.54 -0.12% 261 0.92% 67 6.52% 133 6.05% 23.6 2.83% 5.6 3.13% 
98Q2 1.51 -1.14% 273 0.14% 82 2.65% 139 4.77% 23.3 1.94% 6.0 2.77% 
9807 1.50 -0.88% 279 -0.99% 93 1.87% 144 1.84% 23.2 1.78% 6.2 0.05% 

 
☆ 中區9807科別費用申報概況 

 
病人數

科別
成長率

件數成長率
合計點數

成長率
每件點數成長率 每件診療費成長率

3.2% 4.2% 5.1% 0.8% 1.5% 家醫科

3.0% 3.3% 4.1% 0.7% 2.5% 內科

9.6% 9.5% 11.3% 1.6% 3.0% 外科

11.7% 13.4% 13.5% 0.1% -4.4% 小兒科

4.4% 5.2% 6.6% 1.3% 3.9% 婦產科

9.0% 9.5% 12.1% 2.3% 4.1% 骨科

8.6% 9.4% 7.2% -2.0% -11.5% 耳鼻喉科

7.1% 8.3% 7.3% -1.0% 1.3% 眼科

9.0% 9.2% 6.1% -2.8% -6.4% 皮膚科

14.2% 9.9% 14.9% 4.5% -2.8% 精神科

12.7% 13.9% 17.4% 3.1% 4.6% 復健科

 
 
    西醫基層98年第2季點值

局別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台北 0.95647436 0.96556470 
北區 0.91328566 0.94160607 
中區 0.94052025 0.95784289 
南區 1.00184071 0.99441549 
高屏 0.92765827 0.95079969 
東區 1.08240234 1.03751074 
全局 0.94814792 0.96445693  

 

 

西醫基層98年7-8 月點值推估
局別 浮動點值 平均點值

0.9522 0.9664 台北

0.9648 0.9754 北區

中區 0.9690 0.9780 
1.0232 1.0161 南區

0.9801 0.9863 高屏

1.1097 1.0718 東區

全局 0.9768 0.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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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年元月 10 日將於埔里牛耳石雕公園召開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除了協會致贈

會員禮品外,理事長另商得三家藥商(中化,維采,拜爾生)贊助禮品,尤其維采公司

將致贈每位會員一只隨身碟。會後理事長亦將帶領大家進行埔里半日遊,敬請會員

踴躍攜眷參加。 

2.草屯游尚翃醫師及謝立中醫師於協會發起之  
88 水災賑災活動中踴躍捐款,盧理事長特別商

請書法家書寫「風雨雖無情,人間有大愛」捲軸

於 11 月 3 日草屯區醫師節聚餐公開表揚。 
 

3.南投縣診所協會為低收入戶無健保 
家庭免費義診診所名單 

  

南投地區 草屯地區 埔里地區 竹山地區 
謝明哲診所 

詹外婦科診所 

水里鄉 

童小兒家醫診所 
黎俊奇診所 
得恩診所 

張大川診所 
盧內科診所 
惠承診所 瑞斌診所 

仁愛鄉 信義鄉 

亞中診所 
許內兒科診所 
陳祖永眼科 
松柏診所 

嘉信眼科診所 
王外科診所 

林洸燁小兒科診所 
洪啟芬診所 
陳培恭診所 
蔡文龍診所 

現代眼科診所 
姚美輝診所 
林錦林診所 健安診所 楊診所 

4. 感謝會員的支持,重啟「美國牛肉輸台議定書」談判公投連署書已達 14 萬份(超過

第一階段門檻 8 萬 6 仟份),請停止連署。第二階段門檻為 86 萬份,難度大增,屆時仍請

熱心會員大力支持。 註:本次活動由副秘書長陳信利醫師發起,經理事長同意,相關費用均由各地

區負責幹部義務贊助,未動用協會經費。 

 
狂牛病相關報導節錄5. 

 
 美國牛進口 連吃素的人都可能有事

 
「管他美牛開放會變怎樣，只要不吃就好」、「把肉煮熟就好」，這

是很多人面對美國牛肉事件的態度，也似乎是人們唯一能採取的自保

做法。但真的是不吃就好、煮熟就好嗎？事情恐怕沒那麼簡單。

PrPsc狂牛病的病源異常普利昂蛋白（ ），存在發病的牛腦中，是一種

非常特別的蛋白質，它不是細菌，不是病毒，也不是寄生蟲，它讓牛腦變成像海綿一樣空洞化，

「這種異常蛋白被埋在土壤中三年還有活性，要用攝氏一千度高溫，連續燒三十分鐘才能殺死。」

直接吃到受感染的牛肉、內臟，或間接吃到受感染的其他動物肉類和農作物蔬菜，都會把異常蛋

白吃進體內，光這一點，就已經不是不吃美牛、把肉煮熟就沒事了，而是「連吃素的人都可能有

事」。「只要異常蛋白進入台灣的食物鏈中，就是狂牛病、新庫賈氏病災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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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狂牛症風險 恐高於西方人

      
2007  38% M/M 1根據 年歐洲流行病學期刊資料， 英國人帶有 基因型態，而每 位英國確診的狂牛症

病患都帶有M/M M/M型基因型態。同時將 型基因和導致狂牛病的普利昂蛋白放到老鼠身上實驗，

發現老鼠會發病，顯示M/M型基因與狂牛症發病率有高度正向關係。

98% M/M 38%的台灣人帶有 型基因，相較英國人僅 ，台灣人的狂牛症發病風險很可能比西方

人高。

 
 

 

 
南投縣西醫診所協會第三屆第三次理監事會會議  會議記錄
 

一、 開會日期：民國98年10月18日（星期日）下午4時  

二、 開會地點：埔里鎮 牛耳渡假村 桐詩桐畫餐廳 

三、 應出席人員：盧勝堂、王俊隆、謝明哲、張國治、周亞中、盧啟文、 

謝立中、劉興潮、魏宗正、梁怡和、詹勝吉、蔡文龍。 

四、 請    假：賈惠洲、陳祖永。 

五、 列    席：陳信利、吳元欽。 

六、 主    席：盧勝堂                           記錄：吳元欽 

 
99 1第一案：決定 年 月會員大會之舉行地點、提案內容。是否致贈參加會員紀念

品？                  
99 1 10 ( )議決：原則上於 年 月 日 週日 舉行會員大會，大會於牛耳石雕公園會議廳

舉行, ,中午於石雕公園內之景觀餐廳聚餐 然後進行埔里半日遊。。致贈會員紀

念品，原則上以一份300元以下交由盧理事長、王俊隆常務理事去執行。

  
第二案：愛心診所之成效檢討，日後之執行方式。

    議決：由家扶中心核發愛心就醫卡的愛心診所方案，目前執行成效不理想。可

能有許多弱勢人士連健保費都繳不起。因此目前召集約20家診所試行義

診方式服務無健保之弱勢民眾。

 
第三案：是否必須針對繳不起健保費之弱勢人仕提供義診？執行方式為何？

如何認定是弱勢人仕？

    20議決：目前召集約 家診所試行義診方式服務弱勢民眾。目前提供表單給義診

診所讓接受義診服務民眾簽字，再交給健保局給予健保費之協助。試行

至今年12  月底，再討論如何後續、是否適合推廣至全縣之診所？ 目前弱

勢人士之認定仍以家扶中心核發之就醫卡為主。

 
 第四案：今年度流感疫苗施打遇到之問題，請提出討論。 預期新流感疫苗施打

可能出現之問題。 是否作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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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針對今年流感疫苗施打遇到之問題，盧理事長將持續與衛生局疾管課溝

通，行政手續盡量簡單，以免引發民怨。

第五案：請審查本會98年度經費預算

  說明：依據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決議案辦理。

 

從心理衛生看氣象王子的請辭    
協會秘書長 吳元欽 醫師 

  
氣象王子吳德榮因被指責氣象播報非神準，遭行政院團隊指責、監察院糾正申

請提早退休。這看在醫護人員的我而言：這是氣象界的醫療糾紛。 
  

氣象預測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的工作有何相同點：就是氣象工作和醫療工作的

對象有許多變數，不可預測性高。 不同的是，氣象預測的對象是天氣，醫療對象面

對的是生命。 氣象預測失準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可歸咎於意外。 醫療過程中若有

生命的損失，若有人為的疏忽則可能招來醫療糾紛。 過去數十年來常聽聞病患死亡

招致病患家屬指控醫療人員疏忽的醫療糾紛，鮮少有因為氣象預報失準而導致氣象

人員上法院當被告的。 一直到民國 97 年，這個社會現象已有轉變的現象。 
  

民國 97 年辛勒克颱風侵襲台灣造成災害，在強大民怨下，行政團隊指責氣象預

報失準，進而氣象局遭到監察院約談調查。這好比於醫療糾紛中，受災民眾是病患，

行政團隊是家屬，監察委員是調查醫療糾紛的檢察官。最後結果是氣象局受到監察

院的糾正。  大家試想，氣象局的預報官員認真盡責卻招來外界指責，並被調查時

的挫折感是何等感受？ 如果調查結果有疏失，氣象官員賠上的可是遭受糾正、彈

劾、撤職。 氣象王子退一步想，何不見好就收，急流勇退，脫離是非圈。 
  

最近，中央研究院發表報告：日後 異常的氣候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可能是常

態。大家對氣候異常的變化千萬不可掉以輕心。 我們可以想像日後每有風災、雨災，

必定是氣象局、行政團隊、災區人民手忙腳亂之餘又再互相指責。這種表現是心理

防衛機轉的表現，是一種轉移作用的心理防衛機轉(dispacement)。 千錯萬錯都是別

人的錯，不是自己的錯。 防災做的不夠就怪天氣。 救災做的不夠積極遭受民怨指

責時就怪氣象預報不準。人在挫折低潮時會運用較退化的心理防衛機轉來因應，這

是天性。但是作為國家的領導階層就不容許用直覺來作決策、作發言。人民對領導

階層的期望是他可以用理智、用智慧來解決國家的困難。  
 
人類的進步有一大部分是來自於反省、檢討，避免再犯同樣的錯。司法調查、

處罰是用來處罰有錯的人，效果有沒有比反省好，大家的看法可能是見仁見智。用

刑法來調查身陷醫療糾紛的醫事人員，會引來防衛性醫療，這不是病患的福氣。用

監察調查、彈劾來對待氣象預報人員，就能為全民爭取福利嗎？ 請大家三思。 
  

就我而言，我可不想再看到「自我感覺良好」的甜檸檬心理防衛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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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心理防衛機轉 是人遇到挫折時, 退化的思考以減少自己的難過。 
     妄想症的病患常過度應用了心理防衛機轉 而扭曲了事實的判斷。 
     偏離了現實. 而變成精神病狀態(psychosis state) 。 
                                                                      
     正常人難免有妄想(錯誤的想法). 正常人會修正自己的判斷,想法。 
     但 精神病患演變成堅信不疑的妄想。 
 
     酸葡萄心理防衛機轉----是看到別人吃葡萄,自己沒得吃, 就說別人的葡萄是酸

的,以減少自己的難過。        
甜檸檬心理自衛機轉 類似酸葡萄心理----自己有檸檬吃,別人沒檸檬, 就說自己

的檸檬是甜的. 是一種孤芳自賞。 
     酸葡萄心理防衛機轉 和 甜檸檬心理自衛機轉都是屬於合理化心理防衛機轉 

(rationalization) 。  

 
沙里仙溫泉渡假村 

 

沙里仙渡假村位於南投信義鄉東埔溫泉，全國聞名

的溫泉聖地，也是賞花、避暑、郊遊的綠野山林。不管

是泡湯一日遊或是觀星渡假的旅客，均有獨立之泡湯木屋、豪華泡湯 SPA 池讓您享

受一趟舒適、放鬆的溫泉之旅。 
  沙里仙豪華泡湯池： 
     1.三池大型溫泉池(泡湯分為高溫池,中溫池及 SPA 池) 
       內有氣泡床，氣泡椅，針刺按摩，豐胸按摩 
     2.冷泉ＳＰＡ池 3.按摩池 4.兒童戲水池 5.大型流瀑區 
     6.琉璃瓦休憩區 
   各型獨立觀景泡湯木屋：(共分 A、B、C、D、E 五區) 
   A 區歐式城堡雙人房、歐式城堡家庭房、歐式城堡八人房 
   B 區溫馨情人小木屋  C 區獨棟閣樓小木屋 
   D 區獨棟大別墅 
   E 區溫馨家庭小木屋、精緻檜木雙人房、獨棟閣樓小木屋 
 

泉源在東側的望鄉山麓，由車站步行約半小時可達，水質透明，為品質優良的

礦泉水，可供飲用。溫度約為攝氏 48 度，水量豐富，四時不竭，浴後有消除疲勞、

增進食慾、促進健康等效用，最受登山者歡迎。  
    渡假村位於玉山景觀路旁，是八通關古道必經之處，附近尚有聞名的彩虹瀑布、

情人谷，以及八通關古道上的父不知子斷崖、雲龍瀑布、乙女瀑布等勝景，均值得

一遊。 
持協會會員卡優惠平日 5 折、假日 7 折 
 
沙里仙溫泉渡假村 Sha Li Shian Villa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開高巷 136-2 號 
訂房專線:049-2701289 Fax:049-270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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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費最快 11 月調漲 高薪族 8萬人受影響  

yahookimo 健康新聞  2009 年 10 月 12 日   
 

衛生署長楊志良今天說，健保投保薪資上限擬從原本的 13 萬 1700 元，調高為 20 萬 7360 元，

估約 8 萬人受影響，預計明天送行政院核定，最快 11 月上路。 
 

健保虧損嚴重，衛生署調漲費率的規劃，遭到民間團體及立委反彈，楊志良日前改口表示，將

先調高高所得者的保費。健保現行最高投保薪資為 13 萬 1700 元，是最低投保薪資 1 萬 7280 元的

7.62 倍，衛生署朝擴大為 10 到 15 倍方向規劃，相關方案已完成，明天將送行政院。 
 

楊志良今天下午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衛生署的方案為投保薪資上、下限擴大為 12 倍，

最高投保金額由現行的 13 萬 1700 元，調高為 20 萬 7360 元，推估受影響人數約 8 萬人。 
衛生署健保小組副召集人曲同光表示，調高投保薪資上限後，若經行政院核定，衛生署公告實

施後，預計每年可為健保多增加約 13 億元收入。 
 

依新方案試算，薪資超過上限的受雇者，每月保費將從 1798 元，調高為 2831 元，每月多繳

1033 元；公司行號負責人必須全額負擔保費，從每月的 5992 元，調高為 9435 元。 
  
 

蘋果日報 | 頭條要聞 |醫生不給藥 新流感病患枉死 |  節錄 
 

10/11 101台北縣一名張姓婦人出現發燒、咳嗽及全身痠痛等症狀，十三日到三重市宏新 診所

就醫，經新流感快篩確認陽性，但醫師譚國榮卻以無克流感藥物為由，也未開立處方箋，反將她

留置診所打了四瓶點滴。

張婦丈夫說，當時譚說：「妳這個只要打打點滴就會好，不需要用克流感。」還說克流感要自費，

所以僅開感冒藥及打點滴，要他妻子隔天複診再打點滴。他說，後來看妻子病情愈來愈嚴重，於

是到另家診所就醫，妻子才被轉診。

10/15 張婦轉往北市中興醫院急救。

10/16 張婦病情惡化轉入加護病房。衛生署疾管局確定張婦為新流感住院病例。

10/20 張婦因多重器官衰竭不治。

10/21 北縣衛生局約談譚國榮。

10/22 衛生局認為譚國榮確有疏失，將他依業務過失致死函送。

譚國榮昨先是喊冤說，十三日張婦就診時已發燒到攝氏三十八點九度，當天因診所合作藥局已無

克流感，才沒開克流感，但他依病情開立抗組織胺藥物，並口頭建議轉診，但死者隔天還去上

班。

北縣衛生局醫事管理科長楊耀城表示，譚國榮明知病患經快篩為陽性，卻未開立處方箋給病人，

已嚴重剝奪病人權利，經調查後認為，譚已涉嫌嚴重危害病人轉診權益，因此將譚送辦。

 
, ,以上案例癥結在於病患認為醫師未轉診 醫師則說有口頭建議轉診。因此協會設計新流感轉診單

,( , ) ,遇有疑似個案 未必需要轉診 但又怕轉為重症 可交予病人 以避免糾紛。(交予轉診單後,亦可請病

人在病歷上簽字) ,建議將診所名稱電話先寫上再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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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流感疑似病例轉診單

建議轉診院所  轉診科別醫師  

病患姓名  性別  年齡
 

  

 : 高燒持續三天以上 呼吸短促病 主訴

發紺 呼吸困難歷
血痰或有顏色痰液 胸痛摘
意識改變 低血壓。要

 

轉診目的 H1N1病毒篩檢   克流感投藥

 電話  

 

 

負責

醫師
 院所地址

 
H1N1 , , ,病毒感染 九成以上為輕症 僅需一般治療。但若出現下列重症徵兆

,則建議轉診做快速篩檢 並投與克流感。

 
新流感「八大危險症狀」: 高燒持續三天以上、呼吸短促、發紺、

呼吸困難、血痰或有顏色痰液、胸痛、意識改變、低血壓。 

 
提供快速篩

檢地點
鄉鎮市 醫院名稱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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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急)診、

住院

049-2225595 
南投市 南基醫院 南投市中興路870號

分機1214或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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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2912-1515#28

60 
埔里鎮 埔里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里鎮鐵山路1號 檢驗科

75竹山鎮 竹山秀傳醫院 竹山鎮集山路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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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草屯分院

049-2321188 

#370
草屯鎮 草屯鎮平等街140號 檢驗科

或371 

571-1 049-2227787#2102名間鄉 新泰宜婦幼醫院 名間鄉新街村彰南路 號 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