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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說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務實的

說，如果沒有一個職務，沒有一些權力，要做大

事，那將事倍功半，困難重重。所以在現今的社

會，是不是可以改為：如果有一個名分、職位，

「可以做更多的大事，服務眾人」。但是假如只

顧著做大官，爭名奪位，不思做大事，甚至只逐

個人私利，那不但無法博得同僚敬重，對不起公

會、社會國家，更對不起自己的人生。

曾經有其他縣市醫師公會的幹部向筆者說

過：「王理事長，以前高雄縣醫師公會很多會議

都請你出席，很多事務都叫你參與，你有這麼多

機會可以歷練，你的際遇實在很好……」，仔細

想一想，這些話也沒有錯，萬分感恩。然而事情

往往有另外一面：我的診所只有我一位醫師，

熱心參與公眾事務，自然要付出許多心力和時

間，難免影響診所運作；多年下來，每個月的病

人數，自2003年加入高雄縣醫師公會理監事會之
後，從每個月3000多人次，下降至現在勉強維持
1000人次。值得嗎？非常值得。不但可以學習很
多事情，瞭解健保架構、法規運作，個人得到一

些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可以認識很多前輩、領

袖、朋友，各界的傑出人士。回首來時路，在我

的人生途中，有幸遇到這麼多讓我欽佩學習的先

進，甚至結為莫逆之交，這種收穫，遠遠大於我

所有的付出。(迄今依稀記得，先父在世最後幾
年，常常抱怨我太熱心公會事務，陪他的時間很

少；每每半夜思及，心酸不已，這當然是人生無

法彌補的遺憾。)
醫界有很多年輕的醫師，都有很好的想

法，甚至可以利用AI人工智慧，提出更好的管

公會幹部之路

理，這都是我們公會迫切需要的人才。困難是供

需問題，公會未必是萬能的伯樂，怎麼知道這位

是千里馬？還是虛有其表，只是圖求公會的名位

呢？甚至也聽聞，有某些年輕醫師，覺得公會都

被一些老傢伙把持，不懂年輕醫師的民間疾苦，

下情難以上達，不利於團結。所以醫師公會應該

要以更開放的態度，在LINE的群組、官網等，
對年輕醫師的諸多意見，虛心評估接納。交流溝

通才能促進團結，團結才會產生力量。目前我們

的機制，要成為地方醫師公會，甚至全聯會的幹

部，大概有如下的途徑：

1. 先成為縣市醫師公會的會員代表。大概視縣
市醫師公會的會員人數多寡，每20位至50位
醫師會員選出一位會員代表，一般是在地方

上比較有聲望，或是表現比較優異，比較熱

心的醫師會員。縣市醫師公會三年一次的會

圖1 南部九縣市醫師公會理監事聯誼會，得以認識偶
像陳錦煌前輩。(20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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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代表選舉之前，都會公告，通知所有會

員，徵求是否有意願擔任會員代表，必須在

公告期限內向公會登記，就可以成為候選

人，進而競選。

所醫師大概只能有其中一半的名額。以台北

市醫師公會而言，大概要400位醫師才能選
出一名理事，高雄縣醫師公會100位醫師就可
以選出一名理事，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個職

位。能夠選得上，當然是任重道遠，每三位

理事還可以選出一位常務理事，這就肩負更

大的責任。

4. 選賢與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過太劇烈
的選舉也會影響到日後的團結。如果是縣市

的診所協會，那就全部都是由診所的醫師

擔任。假設高雄縣有診所協會，開業的醫師

七百多位，選出27位理事，9位監事，那大概
20位醫師就可以選出診所協會一位理監事，
選舉就不會那麼激烈，也比較不會傷和氣，

有心人士也比較有機會可以服務大家，算是

皆大歡喜。不過該縣市醫師公會和其診所協

會是合作的關係呢？分進合擊，一個扮白臉

一個扮黑臉，合作無間？或是既合作又競爭

的關係呢？或是相對立呢？這個可能得長篇

大論才能分析清楚。然而只要大家都是對事

不對人(何其困難)，大公無私，大部分應該是
良好的合作關係吧。

圖2 高雄縣醫師公會會員代表大會，邱泰源理事長親
自蒞臨指導，盛況空前。(2020.7.19)

2. 其次是可以經過公會幹部的介紹或是毛遂自
薦，加入每一個縣市公會的各種委員會，例

如健保政策委員會、公關福利委員會等。

甚至台北市醫師公會還有「會員服務委員

會」，沒有薪水，出錢出力，專門服務會員

們的各項需求；例如從2020年初起，要負責
把疾病管制署徵用的口罩、防護衣等防疫用

品，分送到每一家診所，這種無償的苦差

事，如果沒有服務的熱誠，一般人是做不來

的。在這些委員會如果能夠熱心公益，無私

奉獻，博得同僚的尊重，大概就有機會出來

選舉下一任的理監事，甚至是前輩拜託你成

為理監事推薦名單的一份子。

圖3 高雄縣醫師公會編輯委員會，絞盡腦汁，貢獻心
力。老電視、折疊手機，令人懷念。(2006.8.26)

3. 至於理監事的名額，一向僧多粥少，直轄市
醫師公會有理事名額27名，非直轄市21名，
這個是包括醫院及診所的醫師合併計算，診

圖4 2003年筆者初加入高雄縣醫師公會理監事會，第一
次留下大合照，18年前的歷史鏡頭。(2003.8.17)

5. 每位縣市醫師公會的重要中堅幹部，例如常
務理事、各委員會的召集人、秘書長，這可

能要擔任幾屆的理監事之後，熟悉整個公會

的運作，而且很得人望，才有機會擔任的公

會要職，而這些縣市醫師公會的重要幹部，

應該是將來理事長的儲備人才，候選人選之

一。有的縣市醫師公會設有副理事長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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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當然就是襄佐理事長，尤其重要場合理

事長不能出席的時候，副理事長可以做一個

很稱職的代理人選。有的公會是由基層診所

醫師擔任理事長，拜託醫院層級的醫師擔任

副理事長，各司其職；反之亦然。有的公會

是把副理事長視為下一任理事長的接班人

選，增加歷練的機會，但是萬一局勢改變，

有強力的挑戰者時，劇烈競爭之下，就會增

加公會運作的不穩定性。

6. 各縣市醫師公會的理事長，當然就是所謂的
掌門人，要負一切的成敗責任。簡單的說，

柴米油鹽醬醋茶，事事都要負責。常常有

會員打電話來求助，不管是法令上，健保法

規，被衛生局違規處罰，被健保署扣錢約

談，也有醫療糾紛，甚至被診所其他醫事人

員投訴的，理事長都要充分的了解緣由，在

合法的範圍內，盡可能幫會員的忙，這還算

是小事。大事情就是要配合衛生局、醫師公

會全聯會、健保署，把整個醫療做好。例如

這次的新冠肺炎防疫工作，要做好一位理事

長的工作，真的比登天還難。不過如果醫師

會員們給你這一份的榮耀、名份和信任，千

斤萬擔，自當戰戰兢兢，全力以赴。筆者上

任的致詞標題就是「做一天和尚，努力敲好

每一天的鐘」，如是而已。

7.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健保「總額預算」制度的
管理系統，以前通稱健保總額預算執行會，

現在改稱「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主要

的任務當然就是維持總額的運作良好。所以

會牽涉到審查制度，包括審查指標的制定修

改，審查醫師的聘請考核，精準抽審制度，

核刪的力道，異常申報診所的管控，各科別

的互相平衡，新藥新科技是否放行，點值的

確定……。2021年西醫基層總額協商，核定
1311億元。再依R值、S值公式，分給北北基
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澎、

花東六分區。每分區「醫療服務審查執行分

會」是除了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為當然委

員以外，每100家診所可以有一位分區委員，
由各縣市醫師公會自行決定委員人選，大多

會拜託瞭解健保總額制度，熟悉審查規定，

大公無私，各科指標的公會幹部擔任，每3個
月開會一次。

8. 「醫療服務審查執行分會」的主任委員，在
高高屏澎是由各醫師公會的理事長輪流擔

任，其他縣市公會的理事長為副主任委員。

下設有審查組、資訊品質組、會務組三位組

長。這7位算是委員會的幹部；各公會還可以
再委派一人，和健保署高屏業務組的組長、

各層級幹部組成~共管委員會，每3個月開會
一次，決定分區管理方針。每5位分區委員，
再推派一位委員，擔任「醫療服務審查執行

會」全國委員，簡稱全執委。每3個月在醫師
公會全聯會召開全執委會議，研商所有的健

保事務。

9. 另外健保各個層級（醫院、西醫基層、牙
醫、中醫、洗腎）每3個月和健保署都有一
個議事研商會議，每一個縣市醫師公會理事

長是當然代表，西醫基層還有各分區的代

表，全聯會的代表，和健保署各層級各組開

會「議事研商」所有的健保事務，如確定點

值，修改規定，……討論所有的重要事務，

而且這個會議記錄是逐字稿，非常慎重。在

這5個層級的議事研商會議之上，還有一個
五層級合併的支付標準共擬會議，做最後的

確認。但是偶而也會有翻盤的可能。也有少

圖5 高雄市政府楊明州副市長、姚雨靜社會局長主持
交接，擔任高雄縣醫師公會理事長。(201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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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提案來不及在議事研商會議中討論，直

接送到支付標準共擬會議討論，就定案了。

例如2020年總額的非協商增加的經費，因為
衛福部的強力運作，就在共擬會議的報告

案中，同意提撥3000萬元給離島的假日加成
（協商因素中，健保署提議1億元，給予診所
假日開診加成的補助費用，被健保會委員刪

為0元），並不合乎慣例。所以支付標準共擬
會議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寸土必守。筆者

曾經閱讀過一篇文章，提到有關於健保的總

額費用和方向，最重要的三個會議是：1.下一
年度總額成長率協商會議2.支付標準共擬會議
3.藥品支付標準共擬會議（討論新藥新科技的
放寬給付）。

會，都是醫院和基層診所層級各擁有「縣市

醫師公會理事長」「全聯會理事」各一位。

換句話說，如果由診所醫師選上了公會的理

事長，全聯會的理事就由醫院的幹部擔任。

這也是診所協會全聯會的幹部，常常認為他

們的重要幹部，甚至有可能診所協會全聯會

理事長，都未必是醫師公會全聯會的理事，

無法直接參與，直接和全聯會溝通的原因，

制度使然。

圖6 異常重要、艱困、慎重的健保署支付標準共擬會
議，西醫基醫代表非常團結。(2020.9.10)

10. 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是由24個縣市公會所
組成的聯合會，不只是縣市醫師公會的擴大

版，更代表著全國5萬多位醫師，肩負著維持
台灣優良醫療品質的使命，也要照顧每一位

醫師會員福利，不但組織龐大，責任更是非

常艱鉅。全聯會規定每1000名醫師，才能選
出一名理事。滿2000名醫師，才能擁有2名理
事。因為全聯會是由各縣市醫師公會組成，

所以保障每一個縣市至少要有一名理事。原

本是有35名理事，隨著醫師人數不斷增加，
現在有45名理事，不過還是僧多粥少，非常
競爭。如果一個縣市的醫師數不滿2000位，
只能有一位理事，大部分這種縣市醫師公

11. 全聯會有14個委員會，其中最熱門的，大概
是基層醫療委員會，這個是牽涉到所有的總

額給付，健保事務，大概是重中之重。其實

所有的委員會都很重要，不過某些委員會就

是比較多的議案，可以讓委員們學習更多的

事務，如醫療政策委員會、醫療事業輔導委

員會、醫事法規委員會、公共關係事務委員

會……等。以前大多是兩個月開一次會，目

前是精簡到三個月開一次會。最特別的是編

審委員會，因為每個月要出版一期台灣醫界

雜誌，必須每個月開會一次，這個委員會還

有一個特點，是一個有盈餘的委員會，統計

以往14年所收到的廣告費用超過4億元，扣除
各項成本，還有經費可以挹注全聯會的會務

運作；更重要的是，台灣醫界雜誌的內容，

深度廣度，在徐茂銘教授的努力之下，有了

長足的進步，也有各種學術文章的測驗，可

以造福許多偏鄉的醫師得到繼續教育的學

分，主編徐茂銘教授並獲頒全聯會的特別貢

圖7 邱泰源理事長率全聯會理監事、核心幹部晉見總
統，隨榮譽而來的是更多的責任。(20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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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獎。各委員會委員除了少數是全聯會指派

之外，大多是各縣市醫師公會推薦，但是每

個委員會都有名額的限制。

12. 全聯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代表大會，除了
全聯會預算、決算、翌年工作計畫之外，舉

凡修改規章或是重大的法案，都要會員代表

大會通過。會員代表於會員代表大會均有建

議權、提案權、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

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按照規章，每200名醫師
得選派一名會員代表，每年召開代表大會一

次，每3年選舉全聯會理監事。會員代表大
會選出45名理事，45名理事再互相選出15名
常務理事。再選出最重要的全聯會理事長。

筆者是民國92年進入高雄縣醫師公會理監事
會，93年被選派為全聯會會員代表，當年是
選出吳南河理事長，3年後改由李明濱理事長
出任6年，將台大醫院的資源帶入到全聯會，
令人耳目一新。民國102年由立法委員蘇清泉
醫師選上理事長，以往全聯會的理事長只能

拜託衛福部長，變成可以質詢衛福部長，將

全聯會帶領到另外一個境界。105年由邱泰源
立委選上全聯會理事長，108年連任，這5年
期間邱泰源理事長銳意改革，廣徵人才，每

一天當十天用，修正了許許多多對醫界影響

深遠的法案，如醫療法82條、醫療器材管理
法等，名留青史。

外，也可以增加交流，表達醫界的立場，所以筆

者還擔任過衛福部食藥署「指示藥品及成藥諮議

小組」委員、國健署「預防失能」專家委員、消

基會衛生福利委員會委員、高屏澎醫療網(醫療
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畫)委員、高雄市政
府長照委員，高雄市衛生局醫審會、醫懲會等委

員。在宅醫療協會等顧問。台灣內科醫學會政策

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委員。多多參與醫師公會以

外的組織，除了宣揚醫師公會的理念，執行政策

以外，也可以交到許多朋友，互相了解，相輔相

成，可以更廣泛實踐醫師公會幹部的職責。

醫師會員如果有想替大家服務之心，甚至

對於台灣的醫療政策、組織架構、健保制度，有

自已的看法、建議，那真的可以考慮往「成為公

會幹部」這一條路前進，最簡單的是自己要行的

正，沒有被衛生局、健保署處罰的案底；如果縣

市醫師公會的理監事中，有您的學長、好朋友，

可以向他們表達您的想法，如果沒有，其實也可

以向理事長毛遂自薦，公會往往有羅致「新的幹

部」，尋找後起之秀千里馬的迫切需求，只要您

無怨無悔為醫界的同仁們努力付出，公正不阿，

不為自己求名求利，能夠提供良好的意見（發

表在醫師公會的LINE群組，會誌等公會的出版
品，直接寄給理事長，甚至投書報紙輿論），自

然水到渠成，一步一步，將會逐漸成為醫師公會

的重要幹部。    

圖9 2003.3初成為高雄縣醫師公會理事，就發生
SARS侵台，大家都沒有經驗，人心惶惶。筆者
不揣淺陋，編輯一本講義，公會影印給會員參

考，算是筆者「公會幹部之路」服務的第一步。

圖8 高雄縣醫師公會幹部感情融洽，士氣高昂，參加
全聯會會員代表大會(2019.6.16)

可能因為是醫師公會幹部的緣故，必須參與

許多事務，和許多的機關、組織就有聯繫，便會

被邀請或受聘為其委員，這樣子除了擴展人脈之

400

32 2021, Vol.64, No.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