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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會員同仁 : 新年恭喜 !! 
  

又是新的一年的開始首先請容小弟在此誠心

地向各位醫界前輩及會員同仁拜個晚年，回顧這一

年來雖然協會出了一個笨笨老老的理事長，但是因為有各位優秀幹部的通

力合作及全體會員的支持與鼓勵，協會的年度會務大致上運作的還算順

暢，而且協會所推動的各項活動也都能順利的完成。或許尚有許多進步的

空間，但請各位相信協會的各位幹部都已經非常的努力，希望各位會員今

年能繼續給予協會多多的加油支持與鼓勵，並不時提供寶貴的意見，我們

會更努力為會員做更好的服務。 

    

南投西醫診所協會在中部四縣市中是最慢成立也是人數最少的協會。不管在經

費或人才方面都是相對的比較不足。因此個人在去年接任理事長一職以來深感任重

道遠，常常自我期許自我勉勵到底在兩年的任期中我能為會員作什麼? 有感於協會

會費來自會員，取之會員用之會員應該是大家都會認同的觀念，因此協會今年在財

務狀況不是很好的情形下，仍然特別編列一筆經費贈送給每位會員一份有益健康的

新年禮品，禮物雖輕，誠意絕對是百分之百。另外會員大會是協會的一大盛事，大

家齊聚ㄧ堂正是幹部與會員之間直接面對面溝通聯誼的最佳時刻。另外個人認為會

員大會應該不只是單純的開會而已，何彷利用這個機會攜家帶眷做一次悠閒的半日

遊，豈不一舉兩得。因此今年我們選擇在景色優美的牛耳藝術村召開會員大會，也

邀請幾家長期以來關心支持協會的廠商贊助當天的活動。此舉不但可以減少協會的

負擔又可讓參加會議的會員同仁帶點紀念品回家，希望大家能渡過快樂又難忘的一

天。 

    一月二十四日的會員大會非常感謝各位會員的熱烈出席，當天的天氣雖是陰天

卻不太冷真是個郊遊的好天氣。會員們辛苦的開完會後，隨即在風景優美的景觀餐

廳用餐，用完午餐後大約有三十輛車繼續下午的半日遊行程，接下來的四個小時一

共遊玩了四個景點，行程雖有點緊湊但應該還算盡興吧! 

    

照顧病人是我們醫者這一生的使命，但是醫師的工作年限較一般人更長，平均

壽命卻較一般人短一些，很少聽到行醫滿二十五年或三十年而退休倒是行醫滿四十

或五十年仍然繼續服務病患的同仁，或許那一天我們也將成為病人，在此誠懇的呼

籲大家請重視自己的健康，診間的忙碌固然重要但適當的休閒與家庭的溫情也是一

樣的重要，祝福大家 

虎年行好運 身心健康 萬事如意 
 

                       理事長盧勝堂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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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數及每件醫療費用點數申報趨勢 
年月 每件醫療費用點數成長率 申報件數成長率 

98 第 3 季 -7.48% 7.08% 
9810 -3.87% 5.45% 

9811(預估) -4.72% 8.28& 
 
(二)就醫次數與單價 

季別 就醫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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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Q1 1.54 -0.12% 66.9 6.52% 133 6.05% 23.6 2.83% 5.6 3.13% 
98Q2 1.51 -1.14% 82.5 3.15% 139 4.86% 23.3 1.81% 6.0 3.01% 
98Q3 1.50 -0.38% 84.3 -1486% 142 2.10% 23.3 1.83% 6.1 0.26% 
9810 1.52 -0.87% 78.2 -2.17% 118 -12.15% 20.2 -12.37% 5.8 0.25% 

 
(三)98 年 10 月科別費用申報概況 

科別 病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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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醫科 6.1% 6.5% 0.4% -5.7% -1.1% 
內科 3.8% 3.9% -3.2% -6.8% 1.0% 
外科 -1.2% -0.9% -3.6% -2.7% 1.1% 

小兒科 12.5% 11.7% 9.1% -2.3% -20.1% 
婦產科 -2.5% -2.8% -1.4% 1.5% 8.0% 
骨科 6.8% 5.0% 1.9% -3.0% -0.7% 

耳鼻喉科 9.5% 9.7% 5.5% -3.9% -11.4% 
眼科 0.7% 0.6% 2.1% 1.5% 5.7% 

皮膚科 1.3% 0.7% -0.9% -1.6% -5.5% 
精神科 8.7% 3.1% -5.0% -7.9% 2.4% 
復健科 4.0% 2.3% 2.1% -0.2% 2.1% 

 
(四) 
98 年第 2 季平均點值 0.9578  浮動點值 0.9405 

98 年第 3 季平均點值 0.9583  浮動點值 0.9413 (預估) 
 
(五) 藥價調整對費用之影響 98 年第 4 季 

年月 調整前藥費(萬點)  調整後藥費(萬點) 藥費調整差額(萬點) 對點值影響

9810 24,500 17,743 -6,757 
9810-9812 139,531 119,765 -19,766 

0.04 
9811,12 月藥費以去年同期資料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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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98 年 12 月科別費用超支概況 
科別 超支 科別 超支 

外科 26.0% 眼科 2.7% 
小兒科 20.4% 皮膚科 1.0% 
婦產科 11.4% 精神科 140.0% 
骨科 8.1% 復健科 13.2% 

耳鼻喉科 20.7% 
 
 

 
 
1.依據行政院 98 年 11 月 10 日院授研綜字第 0982261513 號令修正公布「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

險局組織法」定自 99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詳會議資料)，即名稱變更為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

局，另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分局名稱變更為行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業務組。 
 
2. 98 年 11 月 27 日已函送「97 年中區特約診所員工及眷屬於服務之診所就醫次數占率≧5%名單」

計 25 家，請中區委員會協助輔導改善。 
 
3.98 年 12 月 8 日已函送「申報醫師親自調劑比率大於 10%以上診所名單」計 5 家，請中區委員會

協助輔導確實依藥事法第 102 條規定。 
 
4.一、 99 年計畫目標之各季平均點值為 0.94 以上。 
 

 
 
 
 

1.  會員提案,希望集體購買急救設備。然而在會員大會做意見調查,僅有兩三位會員需再添購急救

設備。因此協會不擬集體購買。以下為訪價資料,需要者請自行與廠商聯絡。(氧氣筒或急救球,具備

其中一種即可) 
 
草屯麗寶醫療器材  TEL:0800491528  2357088 
       500 入氧氣筒(附簡易 MASK)  2800 元 
       氧氣急救球組  1000 元 
台北煌昌行  TEL:02-29821678  傳真:02-29855653 
       500 入氧氣筒(附簡易 MASK)   3800 元(舊價格 2000 元) 
       氧氣急救球組  2000 元(舊價格 1800 元) 
       氧氣面罩        60 元 
       氧氣鼻導管      50 元 
 
2. 感謝新故鄉文教基金會廖董事長招待本會會員免費參觀 Paper Dome 新故鄉見學園區,認同廖董

事長理念且願贊助園區後續興建經費者,請參考以下捐款專戶資料: 
 

戶名: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金會 
捐款專戶:台灣銀行埔里分行 帳號 05900417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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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腸胃炎 

據衛生署疾管局監測，入冬以來，急性腹瀉就診率已連五周上升，還比前年同期高。分析接獲

的腹瀉群聚事件中，計分別驗出十二起的諾羅病毒與一起輪狀病毒感染。 
 

依疾管局即時疫情監測及預警系統(RODS)顯示，九十八年去年入冬以來，急腹瀉就診率已連 
續五周呈上升趨勢，且高於前年同期，且學校監視系統也顯示，腹瀉罹病率有上升趨勢。腹瀉群聚

事件中，共檢驗出十二起諾羅病毒及一起輪狀病毒感染，且多發生於幼稚園到國小、家庭及安養機

構。其中諾羅病毒造成最多的一起群聚，共計造成十七人感染，其餘每起群聚事件則零星約個位數

到十一人感染。 
疾管局提醒，因冬季是病毒性腸胃炎好發季，而病毒腸胃炎易由多種病毒感染造成，最常見為

輪狀病毒及諾羅病毒，主要不適症狀包括 腹瀉、嘔吐、腹痛、痙攣與發燒 等，感染途

徑主為透過糞口傳播，病毒能長時間存活於患者的嘔吐物及糞便中，如果吃到被污染的食物或與患

者密切接觸都易遭到感染。 
疾管局呼籲各級醫院、學校及人口密集機構等提高警覺，早期監測腹瀉、嘔吐等疑似腸胃道感

染的症狀，並應作適當的區隔，避免交互感染；如有疑似群聚事件發生，除立即就醫治療外，應儘

速通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並加強相關感控措施，減少病毒蔓延。 
 

美國 1976 年猪流感(H1N1)疫苗事件  
1976 年豬流感疫苗事件不但是美國公衛學的重要教材，還是對決策過程有興趣的人都必須研

究的案例。 
 

1976 年 2 月 4 日美國紐澤西州陸軍新兵訓練有三百多個新兵病倒了。。聯邦疾病管制中心(CDC) 
從十九份喉嚨檢體中發現四份檢體出現豬流感病毒抗原。 
 

2 月 13 日知名的流感病毒專家基爾波恩指出自 1940 年代起，每隔 11 年就會發生一場世界性

的大流感疫情，最近一次發生在 1968 年，因此下一次就是 1979 年。他呼籲當局預作準備。 
 
   CDC 的確陷入了兩難的境地。要是 CDC 發出假警報，耗費大錢虛驚一場，無異砸自己招牌。

可是，萬一大流感真的來襲，事前 CDC 毫無警覺，結果就不是 CDC 的招牌扛得下的。萬一這種

豬流感像「1918 年大流感」怎麼辦？只要有這個可能，就得採取行動，不然，CDC 是幹什麼的？ 
(學界相信 1918 年大流感是豬流感，那次大流感與一般流感不同，孩子與青壯年遭劫的比例極高；

當年美國至少有五十萬人喪生，以人口比例來說，1976 年要是發生同樣的大流感，死亡人數將達

到 100 萬。) 
 
   1976 年 10 月 1 日，美國公衛單位開始為全民注射豬流感疫苗。。美國國會為這個計畫撥付的

金額是 1 億 3 千 500 萬。另外，國會還通過法案，由聯邦政府承擔疫苗風險。 
   全民注射疫苗的方案，的確潛藏了不測的風險。美國人口超過兩億，每一分鐘都有人過世，注

射了疫苗的人要是在短時間內過世了，如何確定那不是疫苗的副作用？ 
   頭十天，100 萬人接受了注射。10 月 11 日，賓州匹茲堡有三人在同一診所注射，不久就死了。

他們都年過 70，有心臟病史。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地方報紙上發現了這則消息，向全國發布。12 日，

負責驗屍的醫師接受電視訪問，指控疫苗可能有問題。當地衛生單位立即宣布暫停注射疫苗，九個

州跟進。 
 
   接著就是媒體鬨傳每日因疫苗致死的人數統計，以及各種關於疫苗安全的質疑，逼得正在競選

的福特總統偕同夫人當著電視注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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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沒有現身的，反而是豬流感。世界各地都沒有。 
 
   11 月初，福特總統敗給卡特，月中，新的問題出現了，一位醫師報告疫苗會引起一種叫做「居

楊－巴賀症候群」(Guillain-Barre syndrome)的怪病。病人先是四肢抖動、無力，然後控制呼吸與吞

嚥的神經也受影響，原因不明，美國每年有四、五千人得這種病。消息傳出後，病例越來越多，直

到 CDC 也承認疫苗脫不了干係（雖然致病風險低於 10 萬分之一，致死風險 200 萬分之一）。 
 12 月 16 日下午，公衛局(PHS)宣布暫停注射疫苗。這時注射過疫苗的人數，已超過 4000 萬。21
日，紐約時報刊出一篇署名評論，以「慘敗」(fiasco)為整個事件定調。 
 
豬流感疫苗決策者的最大失誤，在過於擔心「萬一」的後果，而沒有確切評估「萬一成真」的可

能性。 
 

中央政府的官員與顧問中，沒有人是壞蛋 (但不可否認的,有一些笨蛋)。我們認為，任何人都

可能做出同樣的決定，包括我們在內。但是，我們希望政府部門不要一直犯同樣的錯誤。爾俸爾祿,
民脂民膏,希望居上位者在決策過程中更為謹慎,也要能容納各方的意見。 
 
{本文原載於《科學人》2003 年 6 月號,原文甚長,已經過編者大幅刪減,最後一段有些罵人的部分,
是總編自己加的} 
 

 
 

台灣的史懷哲－謝緯醫師 ( 1916.03.02 生 1970.06.17 歿)     
 
本會第 6 屆常務理事、第 7 屆理事長(民國 56-59 年)及第 8 屆常務監事。 
 
謝緯醫師具有一種非常高貴而完美的人格，他的事蹟是台灣的榮耀，也是所有醫師

的典範。 
出身南投世家，父親謝斌是南投的名醫。謝緯九歲就讀公學二年級時，曾

從高處摔下來，腳受傷，又患了嚴重的肋膜炎，更因為胸穿孔昏厥過去，瀕

臨九死一生。有一天夜裡，他做了一個禱告：「主耶穌，我一向自私，請寬恕

我。假如你醫好了我，我將要獻上自己為你工作。」幾天後他出院了，強壯

而自在。台中一中畢業後，他即投考台南神學院，他以為這是實踐諾言的唯

一途徑。神學院畢業後，再往日本東瀛研究醫學來充實自己，返國後相繼地

實現他的諾言。民國３８年，謝緯被封立牧師，協助南投教會的牧會工作，

同年他參加門諾會舉辦的山地醫療團，經常一天要步行七、八個小時，跋山

涉水，穿梭於原始森林中，走崎嶇險惡的山路，吃喝簡省，席地而眠，一天

診治五百名以上的病患，備極辛勞。之後，謝緯辭別了家人，前往美國賓州

大學深造，而後在紐約水牛城的布斐洛綜合醫院實習，接受最新的外科醫事訓練。 
 
創辦肺結核病療養院 
 

謝緯自美返台之前，他和美國友人鮑伯．馮德雷有一次談論起台灣山地肺病患者的不幸際遇。

鮑伯提說：「讓我們替他們建一所醫院。」謝緯立刻同意他的看法，但是，錢那裡來呢？鮑伯說：「就

從我們自己先開始吧。」兩人掏出身上全部的錢財，總共只有美金五塊錢；初步的預算是美金五千

元。之後，謝緯醫師在埔里建造了第一所山地醫院，專為山胞義診，分文不取。那是風光明媚的鯉

魚潭畔，占地三甲有餘的基督教肺病療養院，早年台灣肺結核病猖獗，山地尤甚，患者約為總人口

的百分之四點四，其中強烈傳染性之開放患者尤多，死亡率較平地高出兩倍之多。當時政府百廢待

興，尚無暇顧及山地醫療問題，唯謝緯牧師悲天憫人，憑一己之力救人無數。至今鯉魚潭畔尚有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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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紀念青年營地紀念謝醫師對當地的貢獻。（該土地由謝緯遺族捐贈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

 
造福烏腳病患者 
 

據謝緯自述：有一天，我們隨著山地醫療團來到台南海邊的一些村莊時，不禁大為震驚。當地

的居民正在受一種怪病的侵殘。它的名稱叫烏腳病，患者先是腳，而後是腿，先後壞死而變黑。其

痛苦萬分難耐，他們向我們哀號，要求把他們的肢體行鋸除手術，以便解除痛苦。據我的了解，這

病是一種血栓病。但是由什麼而引起的呢？我們後來才發現問題出於當地含砷量過高的井水。 
 

台南北門，離南投有多遠啊！謝緯覺得這是上帝交給他另一項使命，他無從推卸。北門烏腳病

免費診所這樣建立起來了，民國 49 年 6 月 18 日謝緯醫師也開始他每週一次離家一百英哩的長途跋

涉。 
北門烏腳病診所的主任醫師王金河(王金河醫師與謝緯醫師同為醫療奉獻獎得主,王金河醫師

人稱台灣烏腳病之父)是謝緯在日本東京醫專的同學，他回憶謝緯主持該診所的工作成果時，說： 
南投至北門，路程相隔１５０公里，計程車單程最快也需二小時半，每星期四上午十時半，謝緯醫

師便從南投偕一位護士及兩、三位助手，搭乘計程車抵達北門，通常都在下午一時左右到達，主持

病患的手術工作。手術患者除烏腳病切除四肢外，尚有列為貧民的盲腸炎、脫腸、痔瘡....等等。患

者每週平均五名上下，有時達十二人之多，固定在星期四開刀。謝緯醫師來時，都先巡迴住院患者

及門診患者，然後喝杯茶就走進開刀房，站著工作五、六個鐘頭，往往開刀至夜深人靜，始起回南

投，有時抵南投時，已經翌晨一、二點鐘了。他長途的跋涉，在沒有冷暖氣設備的開刀房長時間的

工作，尤其在醫療器材不齊全的診所，做這種關乎人命，且克難式的工作，是夠辛苦的。有誰願意

且不抱怨呢？謝緯醫師就是願意且不抱怨。一週又一週，有恆不斷的，風雨無阻，毫無報酬，完全

犧牲奉獻，默默的工作著，十年一日，嘉惠了無數患者。 
 
創立二林基督教醫院 
 

民國 56 年，謝緯成立中中基督徒醫師聯誼會，成員包括了牙醫師、藥劑師、護士、助產士、

醫事技術人員；進而以二林為基地，成立醫療中心，同年１１月２日改名為二林基督教醫院。二林

基督教醫院開辦後，謝緯醫師每週三定期赴二林，為沿海貧民及小兒痲痺的患者義診。並常自掏腰

包奉獻金錢、捐助醫院的設備。 
林庚申醫師認為，謝緯不但是二林基督教醫院的創辦人，也是該院的領袖。他回憶和謝緯同工

的日子，說：從南投到二林極其辛苦，因為兩地交通不便，但謝牧師從來沒有遲到。他甚至告訴職

員無論何時病人需要，他會馬上趕來。有一次，晚上十二點多鄉下送來一位胃穿孔病人，值夜外科

醫師需要謝牧師幫忙，一邊打電話，一邊消毒器材。謝牧師一點半就到，可惜護士忽略消毒手術衣

已用盡，雖趕緊消毒還是到三點多才好。謝牧師也不發脾氣，只說我來得過快，坐在椅子上睡一會

兒等著。他是這樣負責而且和氣。 
 
 
君子之爭 
 

民國五十三年, 謝緯與簡錫謀醫師競爭南投縣醫師公會理事長。投票結果,兩人票數相同,再次

投票時, 謝緯將自己寶貴的一票投給簡錫謀醫師,由簡錫謀順利當選公會第六屆理事長。簡錫謀醫師

投桃報李,一任理事長屆滿後,不再尋求連任。將理事長的位子交棒給謝緯醫師。兩人的君子之爭,
在公會歷史留下一段佳話。 
 
出任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議長 

民國 58 年,長老教派的一位領導人造訪謝緯,希望他擔任全台灣長老會的議長,領導全台近九百

間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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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醫師不敢答應,所以故意不出席大會。因為他知道,不出席大會的人從來沒有被推選過。然而,
出乎意料的,謝醫師隨後接到電報,告知大會全體人員史無前例地一致推舉未出席的謝醫師為台灣長

老教會總會議長。 
謝緯回憶說－我把電文交給我的妻子看。「主已經把這一件事顯示十分地清楚。」 
「這是一項極大的榮譽,」她回答說。「我願意肩負起醫院這裡的額外工作。可是你其他一切的工作

怎麼辦?我為你的健康擔心。你現在事情太繁重了,你怎麼辦?」她望著我,臉上透著關心,但也帶著喜

悅。「收拾我的行李吧!」我笑著說：「我答應過上帝我不再逃避了。」 
 
賙濟窮人奉獻教會 
 

謝緯的經濟上從來未曾富裕過，外人以為他有洋房住，有汽車開，卻不知道他住的房子和醫院

是別人借他住的，開的汽車也是別人借他的，出事時所穿的褲子還打補丁。如此節儉的人，所賺到

的錢，卻大都慷慨解囊，或奉獻給神，或賙濟窮人，而且為善不為人知，要求知情者不要宣揚。對

於登門求診的患者，如果是貧苦人家，也往往免費給予醫治。辭世時，戶頭裡只有兩萬塊錢新台幣。 
謝緯曾說過：「現在聰明的人很多，憨的人很少，我寧願作憨人！」「不要把醫術當算數」這就是謝

緯，一個悲天憫人的醫師，難怪別人會稱他為「南投的史懷哲」。 
 
意外驟逝 
  

因牧師兼醫師,每日巡迴三、四處醫院義診,時常清早出門,到半夜才回家,犧牲服務,毫無怨言。

有一天,謝醫師在自己診所為急診病患忙到凌晨二、三點,隔天一大早又趕去埔里鯉魚潭的基督教肺

病療養院服務,中午趕回家,休息不到十分鐘又趕去二林基督教醫院義診。出發半小時後,可能因過度

疲勞,謝醫師駕駛的金龜車撞上一棵大樹,當唐嘉材醫師(當時為南投縣醫師公會理事長)及護士緊急

驅車去現場急救時,謝醫師已經歸天了。 
 
醫療奉獻「特別獎」 
 

謝緯是一位醫師也是一位牧師，台南神學院畢業後再赴日本東京醫科大學深造，民國 35 年返

台後，在南投「大同醫院」行醫，並從事傳道工作。歷任台灣基督教長老教會總會議長、彰化基督

教醫院董事長、埔里基督教療養院院長、埔里基督教醫院暨二林基督教醫院創辦人、北門烏腳病醫

院外科義診醫師。謝醫師行醫 20 餘年，不辭辛勞，深入偏遠山地、鄉村及沿海地區，為原住民、

農漁民、結核病患提供免費醫療照顧，創辦醫院、療養所，彌補早期台灣醫療資源不足。獻身杏林

發揚人道光輝，全心服事，無怨無悔，一生投入甚至將生命施予大愛而不惜付出，求仁得仁，堪稱

醫療奉獻的典範。 
民國 59 年 6 月 17 日謝醫師離家前往二林基督教醫院義診途中，不幸因車禍逝世，享年 55 歲。 

民國 81 年立法院厚生會為敬佩謝緯醫師，以基督奉獻之精神，治病救人貢獻畢生精力，甚至付出

了寶貴生命，其犧牲奉獻的崇高情操，足以譽為「台灣的史懷哲」。因此，頒贈謝緯醫師醫療奉獻

「特別獎」（第二屆），由他的夫人謝楊瓊英醫師代表領獎，總統並特別對她表示尊崇之意。 
 
後記:雷根總統遇刺時,送到醫院,他對醫師說:「我希望你們都是共和黨員。」醫師回答:「報告總統,
今天我們都是共和黨員。」筆者雖無特定宗教屬性,(加入慈濟會員,是被草屯某洪姓醫師逼迫的)但
在撰文中間,深深為謝緯先生高尚的情操所感動。我要對謝緯先生說:「報告謝緯先生,執筆期間,我
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也以身為南投縣醫師公會的一員為榮。」 
本文承蒙汪清醫師(謝緯醫師的女婿)校稿,並修正多處錯誤,萬分感謝。 

整理  王俊隆     
修正  汪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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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項目 

1 通豪大飯店 04-22956789
台中市北區大雅

路 431 號 
1,2 樓 85 折,3 樓 9 折加 1 成服務費,年節外賣

85 折(以上優惠不適用 10 人以上團體餐會) 
一樓岩燒+自助莎拉吧,平日 9 折,假日 95 折 

二樓魚翅工會,和菜,付現 9 折,稅外加 5% 2 
加賀首璽餐飲股

份有限公司(加

賀宴會中心) 

04-22541515
台中市市政北一

路 15 號 
三樓喜宴 10 桌至 100 桌,有超優質專案 

3 日華金點酒店 04-23288000
台中市西區健行

路 1049 號 
優惠內容請參閱附件 

4 

杉林溪遊樂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杉林區森林 

渡假園區) 

049-2611216
南投縣竹山鎮大

鞍里溪山路 6 號 

1-3 月平日 6 折,假日 9 折,春節不打折, 門票及

晚餐需另購,現金結帳, 
稅金內含,刷卡加收 2%手續費 

5 常春藤花坊 04-23845610
台中市五權西路

二段 718 號 9 折優惠(不含外送) 

6 
知藝國際 

專業服裝設計 
04-24755453

台中市文心路一

段 232 號 
一般 POLO 杉 3.5 折, 
品牌 POLO 杉 6 折, 

7 良奇書局 04-22014383
台中市西區五權

路 50 號 商品享 85 折 

8 滬園上海湯包館 04-22585668
台中市中港路二

段 111 號 9 樓 

1.單點之餐點 9 折(不含飲料及優惠方案及外

帶) 2.一般喜宴及特殊節日恕無優惠) 3.自
99.1.15~99.12.31 止 

9 
Hotel ONE 
亞緻大飯店 

04-37018888
台中市西區英才

路 532 號 

1.標準客房 3900 元；商務客房 4300 元；景緻

客房 5200 元；豪華客房 6000 元；行政套房

7700 元 2.自 99.1.15~99.12.32 止  3.以上房

價不適用農曆春節期間,期間皆以定價之 6 折

計算. 
 

彰化縣 
 

  分類 店名 電話 地址 優惠項目 

1 飲食 
和興珍 

名產餅行 
04-8871189

彰化縣北斗鎮文苑路

一段 55 號(北斗國小對面) 

購店家自製品享 9 折優惠 

(如麵包、糕點) 

2  富雅中式料理 04-8882759
彰化縣北斗鎮文昌里

復興路 145 之 1 號 
現金全面 9 折優惠、甜點優待

3  
異人館 

咖啡部屋 
04-8783749

彰化縣北斗鎮文苑路

一段 147 號 

點餐享 9 折優惠 

(限北斗店) 

4  
家園藝術 

牛排館 
04-8880252

彰化縣北斗鎮中山路

二段 47 號 

憑卡不收一成服務費、 

生日當天憑卡點排餐、 

送紅酒一瓶 

 



 

5  肉圓生 04-8871349
彰化縣北斗鎮中華路

192 號 
憑卡 9 折優惠 

6  (范氏)肉圓生 04-8888349
彰化縣北斗鎮中華路

262 號(屈臣氏對面) 
憑卡買 10 粒肉圓再送 2 粒肉員

7  喜洋洋麵包 04-7253114
三民、光復、 

曉陽、彰美 

蛋糕、長條蛋糕享 

85 折優待 

8  佑全保健藥妝 04-8873383
中壢以南、嘉義以北的

佑全店家都可 

購物享 95 折優惠(除了奶粉、尿布、)

部分指定商品和特價品無法打折) 

9  
銀杏森林 

咖啡簡餐 
049-2676918

南投縣鹿谷鄉羊彎巷

800-1 號 

六、日營業， 

用餐飲料享 9 折 

10 休閒 雄獅旅行社 
04-7285505-

9531 
彰化市中正路二段 

238 號 

團費個人 3 萬元以下，折 500

元。團費個人 3 萬元以上，折 1

000 元。(不適用專案團及特價團)

11  永達旅行社 04-7639996
彰化市金馬路三段 

489 號 2 樓 

網站之團體售價減免 1000 元整

(特殊優惠團體除外) 

12  龍影照相館 04-8888935
彰化縣北斗鎮中正路

151 號 

沖洗相片 8 折、 

購相機贈三腳架、 

拍證件照多送一組 

13  
楓采精品 

汽車旅館 
04-8397699

彰化縣員林鎮員鹿路

245 巷 58 號 

平日、假日住宿房價享優惠，

可事先打電話詢問 

14  
麗景經典 

汽車旅館 
04-7755887

彰化縣鹿港鎮長安路

58 號(鹿東國小對面) 

平日、假日住宿房價享優惠，

可事先打電話詢問 

15  
好來屋精緻 

汽車旅館 
04-8873055

彰化縣埤頭鄉新生路

232 號 

平日、假日住宿房價享優惠，

可事先打電話詢問 

16  
山月精品 

汽車旅館 
049-2381177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路

1155 號 

平日、假日住宿房價享優惠，

可事先打電話詢問 

17 衣著 宏大皮鞋 04-7224877 彰化市中華路 142 號 
不限雙數 7 折、 

日本鞋 9 折 

18 育樂 
彰化縣農會 

有機商店 
04-7263460

彰化市中山路二段 

349 號 

農產品 9 折、 

一般商品 95 折 

19  菁竹良炭 04-7201688 彰化市民族路 211 號 消費享 9 折優惠 

20  天香回味 04-7220520 彰化市旭光西路 66 號

現金或刷卡享 85 折、 

買 5000 餐卷送 2500 回饋卷、

買 10000 餐卷送 6000 回饋卷 

21  台鹽生技 0965255295 彰化市南校街 66 號 消費享 9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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