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年 4 月 12 日 
會址：花蓮市林森路 236 之 18 號    英文網域：www.hma.org.tw 中文網域：花蓮縣醫師公會 
電話：038-8337909              傳真：038-326883 電子信箱：hma.org.tw@gmail.com 

一、 花蓮縣醫師公會新網站 www.hma.org.tw ，有任何新訊息或學術課程

本會會即時 PO 上網，請會員多加利用。 
二、 全聯會訊息： 
1. 全聯會轉知：本會彙整各縣市醫師公會提供全國醫師及眷屬就醫醫療關

懷醫療院所窗口（如附件一） 
2. 1.全聯會轉知：財政部核定「105 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其中關於

西醫師部份規定如下（如附件）： 
十、西醫師：  
(一)全民健康保險收入（含保險對象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七條

規定應自行負擔之費用）：依中央健康保險署核定之點數，每點零點八元。但依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所訂保障額度補足差額之收入，減除面

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二)掛號費收入：百分之七十八。  
(三)非屬全民健康保險收入  
1.醫療費用收入不含藥費收入：百分之二十。  
2.醫療費用收入含藥費收入，依下列標準計算：  
(1)內科：百分之四十。  
(2)外科：百分之四十五。  
(3)牙科：百分之四十。  
(4)眼科：百分之四十。  
(5)耳鼻喉科：百分之四十。  
(6)婦產科：百分之四十五。   

(7)小兒科：百分之四十。  
(8)精神病科：百分之四十六。  
(9)皮膚科：百分之四十。  
(10)家庭醫學科：百分之四十。  
(11)骨科：百分之四十五。  
(12)其他科別：百分之四十三。 

(四)診所與衛生福利部所屬醫療機構合作所取得之收入，比照第一款至第三款減

除必要費用。  
(五)人壽保險公司給付之人壽保險檢查收入，減除百分之三十五必要費用。  
(六)配合政府政策辦理老人、兒童、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及其他特定對象補助

計畫之業務收入，減除百分之七十八必要費用。  
十一、醫療機構醫師依醫師法第八條之二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前往他醫療機

構從事醫療業務，其與該他醫療機構間不具僱傭關係者，按實際收入減除百分之

十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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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單位訊息： 
    1.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第 27 屆醫療奉獻獎自即日起受理推薦報名」  
     受理推薦日期：即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止。 
    （郵寄以郵戳為憑，傳真以收件日為準）。推薦表格備索：推薦候選 
     人表格由各衛生單位、醫事團體及醫院提供，並可透過相關網站下 
     載；或洽「中華民國第 27 屆醫療奉獻獎」籌備委員會索取。 
    聯絡電話：王瑋瑩小姐（02）2397-5270 分機 62851 傳真：（02）

2397-5203 
    連絡方式：台北市中正區 10049 紹興北街 5 號 9 樓  財團法人厚生基

金會收相關資訊：http://www.hwe.org.tw/  
四、學術活動： 

1. 花東小兒科月例會 
日期：106 年 3 月 25 日 (週二)  12:30-13:30 
地點：花蓮縣醫師公會 
主題：擬定中 
＊有兒科學分 2 分，本會供應中餐，請事先報名，電話：8337909*15 

2.花蓮縣糖尿病共同照護網個案研討會 
日期：106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中午 12:00～13：30 

  地點：本會會議室 
  ※備有便餐，請事先報名，報名專線：8337909＃12 羅小姐 
3.花蓮外科月會 
日期：106年5月24日（星期五）12:00-14:00 
地點：門諾醫院 恩慈樓第二會議室  
聯絡人：李婉珍 8241824  

4.台灣家庭醫學醫學會舉辦戒菸治療醫師教育訓練基礎課程   
日期：106 年 6 月 18 日(日) 08:50-17:30  報名期限：開課前一週(或額滿)

截止 
地點：花蓮縣衛生局/第 2 會議室（同步視訊連線） 
課程聯絡人：吳小姐、徐小姐 電話：(02)23310774 分機 19 、22 
網路線上報名 http://www.quitsmoking.hpa.gov.tw 

http://www.hwe.org.tw/
http://www.quitsmoking.hpa.gov.tw/


☆受理申請對象：1.具西醫專科醫師執照者；2.正在接受西醫專科醫師

訓練者(註：具醫師執照之住院醫師，且取得戒菸認證資格後，另須待取

得西醫專科資格後，才能辦理簽約執行戒菸治療服務)；3.西醫一般科醫

師於衛生所或事業單位設置門診者(例如：中鋼公司醫務室)。符合其中

一項資格者，皆可報名參與。全程參與並完成課前及課後測驗，且課後

測驗成績達 70 分(含)以上之及格者，可取得國民健康署戒菸課程六學分

認證，即具有個人申辦戒菸治療服務之資格。 
五、祝四月份壽星 生日快樂 
    郭秋平 林宜璋 譚清龍 童祖蔭 江昌雲 吳永順 王德隆 劉澤錦  
    朝明里 林春孝 謝永豐 簡金城 繆偉傑 周兆平 王毓民 謝文億  
    蔡啟智 陳昌瑋 王迺燕 趙盛豐 林佩金 王本榮 賴賢勇 黃信文 
    林玉祥 邱振輝 蔡昇宗 吳懿峰 鄭伊佐 盧雲亮 王世傑 湯介如   
    張玉麟 蔡爵任 劉冠麟 陳南詩 謝宏仁 王鎮華 田約瑟 林俊松  
    許智堯 梅彪祥 林振雄 李宗翰 黃智超 辜文俊 王瑋碩 謝政昇   
    郭惟致 吳柏鋼 林威佑 李薇萱 張睿智 黃妙慧 蔡佳倫 林詩韻   
    陳鵬升 蔣宏源 蔡劭謙 張仁義 黃麗文 吳貞達 陳韻如 林欣榮 
    周偉強 羅鈺棠 歐陽介臣 
 

 
 
 
 

 
 
 
 
    花蓮縣醫師公會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21003945901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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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編號 醫院名稱 聯絡人 電話 mail 優惠方式

1 三軍總醫院 林克峯 0987-860-879 kenswiss12@gmail.com 在掛號額滿時，於門診前一日可預約加號。

2 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院 魏聰文 02-2898-8686#6365 jwwei1960@tpehealth.com

提供醫師及眷屬：

1. 健康檢查85折優惠。

2. 美容醫學—微整形85折、手術另議。

3 仁濟醫院 鄭慧雯 02-2302-1133#2900 huiwen.cheng@tjci.org.tw 住院候床時可提供關懷與協助。

4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曾裕娟

6603-0716

0938-660-266

juliatseng@kfsyscc.org

醫師及其眷屬的就醫流程以及醫療資源上給予協

助以及住院時親往關懷致意。

5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吳淑珍

02-28332211#2005

0984-161-580 R000095@ms.skh.org.tw 僅限醫師會員

6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親善窗口 03-9325192#11011 無 醫師眷屬提供健檢8折

7 羅東聖母醫院

服務台

(客服組）

03-9544105#5150 無 優免掛號費

8 羅東博愛醫院

顧客服務中

心

03-9543131#3130~3134 無 優免掛號費

9 臺北榮總蘇澳分院

10 臺北榮總員山分院

11 蘭陽仁愛醫院 游靜子 03-9321888#6102 yu52159@yahoo.com.tw 優免掛號費

12
新國民醫院 黃美穗 03-4225180-122 skm168aa@ms14.hinet.net

13
居善醫院 郭之翼 03-3866511-1810 gsa17975@ms35.hinet.net

14
中壢長榮醫院 徐曉翌 03-4631230-1910 sa01@mail.egh.com.tw

15
秉坤婦幼醫院 洪秉坤 0932-136445 無

16
新永和醫院 洪政武 0933-083462 無

17
衛生福利部桃園院 黃碧蓮 03-3699721-4571 bilien52@mail.tygh.gov.tw

18
懷寧醫院 游明青 03-4919119-1450 armfulcarep2@gmail.com

19
宏其婦幼醫院 雷劍英 03-4618888-2501 ryan@hch.org.tw

20
天成醫院 劉玉燕 03-4782350-68007 yyliu@tcmg.com.tw

21
敏盛綜合醫院 蔡秀茹 03-3179599-8243 A000617@e-ms.com.tw

22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 王耀慶 03-5348181分機326186 Sloin615@mail.813.com.tw

23
南門綜合醫院 林珮莉 03-5261122分機330 medical@nanmen.com.tw

24
新生醫院 彭馨儀 03-5265808 h631121.pg@msa.hinet.net

25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陳昱蒨

03-5962134#508 m0084@vhct.gov.tw

26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張俊傑 03-594-3248分機2205/0972-654-858  C10695@chut.ntuh.gov.tw

27 東元綜合醫院 魏詩怡 03-5527000#7311 weishyi@tyh.com.tw

28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劉惠玲 037-261920分機2168 81167@mil.mohw.gov.tw

29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郭念靄 037-676811分機88985 a23802@weigong.org.tw

30 梓榮醫療社圖法人弘大醫院 陳明珠 037-361188分機702 may04182007@hotmail.com

31 慈祐醫院 邱秀珠 037-476589分機655 ty851215@yahoo.com.tw

32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苑裡李綜合醫院 李偉立 0975-359660 weileeli@yahoo.com.tw

33 重光醫院 林卉婷

037-689658

0956-680008

chorng.cuang@msa.hinet.net

34 大千綜合醫院 何心妤 037-357125分機64008 scho@dachien.com.tw

35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李保娟 04-24632000分機32110或分機32101 3136@ccgh.com.tw

36 澄清綜合醫院 王秀卿 0953-505700 4263@ccgh,com.tw

37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李玉貴

林雅敏

04-22294411#2117　　　　　　　　04-22294411#6280taic03399@taic.mohw.gov.tw

38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吳旭如 0975-901627 ls1913@lshosp.com.tw

39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清分院 廖雅楓 04-22037320 ya-feng@803.org.tw

40 臺中榮民總醫院 黃蜀雯 04-23592525#2510 dale33663366@vghtc.gov.tw

41 台中慈濟醫院 陳偉廷 04-36060666#3764 tc1251001@tzuchi.com.tw

42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陳建仲

04-26581919#4040

0963-183781

43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林敬瑜

蘇學睿

04-2662-5111分機2158(沙鹿院區)

04-2688-5599分機5178(大甲院區)

 med.cash.shalu@ktgh.com.tw

med.mrd.dajta@ktgh.com.tw

44 洪宗鄰醫院 卓秀玲 04-8967955#200 htlh@ms26.hinet.net

45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陳慧妤 04-8298686#3405 c004766@chhw.mohw.gov.tw

46 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 陳盈惠 04-8375878#263 hr@hongren.com.tw

4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劉晏柔 04-8381456#2287 1501160@cch.org.tw

48 冠華醫院 黃美麗 04-7256067#8366/0926-275526 hong_437@yahoo.com.tw

49 南星醫院 謝素蘭 04-8872178 hi540420@yahoo.com.tw

50 道安醫院 潘佩琪 04-8852309#125 panpei780618@gmail.com

51 信生醫院 章淑華 04-7251191 hua@hsh119.com.tw

52 員林郭醫院 顏淑真 04-8320152#1003 kuo.hospita@msa.hinet.net

53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簡國書 0975-617311 a2302856@ms13.hinet.net

54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蘇怡榮 0975-611211 s777771899@yahoo.com.tw

55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吳宜珍 04-7238595#7295 4286@cch.org.tw

56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吳宜珍 04-7238595#7295 4286@cch.org.tw

57 建元醫院 賴培楨 0963-253143 -

58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黃淑惠 04-8952031#8065 4255@cch.org.tw

59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鄭珮純 04-7779595#7123 707360@cch.org.tw

60 順安醫院 林欣宜 04-7229889 Sanannh@ms33.hinet.net

61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張彩雲 049-223-1150轉2201 M00524.@nant.mohas.

62 台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鄭柏淋 049-2990-833轉1908 Vhpla0398@vghtc.gov.tw

63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潘美芳 049-2912151轉2863  Pmf0027@mail.pch.org.tw

64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吳翠芳 049-2358151轉1115 902762@cch.org.tw

65 竹山秀傳醫院 莊蓁禮 049-2624266轉31002 Cs00207@csshow.org.tw

66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 余懿紋 05-5332121轉6005 viven@dou6.hosp.ncku.edu.tw 可提供預約優先看診

67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蔡政君 05-587-1111轉3206 815587@cch.org.tw 1.醫療機構可給予就醫優惠 2.可協助預約

68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陳穎達 05-6915151轉2894 schvoert67@cgmh.org.tw

69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周雲生 05-6337333轉2352 b54903@mail.stjoho.org.tw 醫療機構可給予就醫優惠

嘉義縣

7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陳佳徽

林祺峰

何佳臻

05-2648555轉5017

05-2648555轉5014

05-2648555轉5016

j5515659@yahoo.com.tw

d125101@tzuchi.com.tw

d135804@tzuchi.com.tw

71 奇美醫院 鄭麗惠 06-2812811轉52135 cmh2020@mail.chimei.org.tw

72 佳里奇美醫院 林正雄 06-7263333轉32920 lin1211100@hotmail.com.tw

73 柳營奇美醫院 余啟文 06-6226999轉72593 m931205@mail.chimei.org.tw

74 台南市立醫院 葉相宜 06-2609926轉23101 hyyeh@tmhorg.tw

75 郭綜合醫院 蔡雨欣 06-2221111轉1147 ref1147@kgh.com.tw

76 屏東基督教醫院 許秘書 08-736-8686分機1650 -

77 恆春旅遊醫院 龔娟鈺 08-8892704分機1217 -

78 安泰醫院 丁秘書 08-8329966分機1616 -

79 花蓮慈濟醫院 曹寧球 03-8561825分機12233 tnc@tzuchi.com.tw

80 門諾醫院 林惠鈴 03-8241234分機1810 aileen@mch.org.tw

81 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陳明慧 03-8664600分機2003 joychen@mch.org.tw

82 國軍花蓮總醫院 黃瑞京 03-8262519 gjs6161@yahoo.com.tw

83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陳怡吟 03-8358141分機3150 wangeting@gmail.com

84 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何佳宜 03-8883141分機731 chie@mail.vhyl.gov.tw

85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葉秀麗 089-310150分機500 a2907@mmh.org.tw

針對會員本人、父母、子女於該院自費醫療之高

額項目(例:差額病房費)，給予9折關懷價；自費健

檢8折

86 台東基督教醫院 馬堅毅 089-323362分機1372 a98099@tch.org.tw

87 台北榮民總醫院台東分院 劉炎明 089-222995 cvdrliu@yahoo.com.tw

台北市

宜蘭縣

台南市

南投縣

彰化縣

台中市

雲林縣

7014@mail.savh.gov.tw 優免掛號費

請洽各醫院窗口討論

苗栗縣

梁韻婷 03-9905106#2111

新竹市

新竹縣

桃園市

花蓮縣

屏東縣

臺中市

大臺中

請洽各醫院窗口討論

台東縣








	106年04月12日會訊
	3.花蓮外科月會
	日期：106年5月24日（星期五）12:00-14:00
	地點：門諾醫院 恩慈樓第二會議室
	聯絡人：李婉珍 824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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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105年度執行業務所得申報-說明與試算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