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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頭言

前言

今年103年的夏季，氣溫非常

的熱，已經破了歷年來之記錄，可

能因為地球溫室效應之影響，而今

年夏季發生了許多事情，需要大家

攜手同心去度過，雖然需要面對許

多考驗及困難，但是一步一腳印，

相信只要方向調整正確, 有堅定的信

念，凡走過必留下經驗，在滂沱大

雨過後，也能看到晴天，在此也祝

福各位會員在每一天的生活及人生

的路途上都能保持健康平安，開朗

喜樂。

高雄0801氣爆, 驚天動地.—大

家同心協力, 醫界發揮愛心來救災

高雄 103-08-01 凌晨發生令

人震驚的氣爆事件，高雄市接近凱

旋路之路段，由一心路、二聖路、

至三多路，都受到嚴重影響，埋在

路面下之管線因為易燃化學氣體外

洩，受到溫度刺激之影響，由路面

下引發爆炸，將整個凱旋路路面炸

為高雄祈福，天佑高雄，天佑台灣

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開，瞬間路面成為火海，在現場救

災之消防隊員及義工及經過現場之

民眾，都因為強烈的震波及高溫而

遭受到嚴重死傷，當天接獲緊急通

知後，各醫院緊急應變中心馬上啟

動緊急應變措施，各院並派醫師到

距離災難現場最近之二聖醫院，成

立緊急救護中心，啟動現場救助及

檢傷分類，將嚴重燒燙傷及受傷之

民眾緊急處理後分別送往高醫、榮

總、義大醫院、長庚醫院、阮綜合

醫院、大同醫院、小港醫院、聯合

醫院，作後續之治療。因今年公會

理監事出國行程早已安排於7月29

日到8月3日 (日本北海道) ，於日本

停留期間,  8月1日上午7時早餐時

間, 就接到台灣來的電話, 說高雄市

發生大爆炸，地點在凱旋路、一心

路、二聖路、三多路、及瑞隆路附

近，因在瑞隆路凱旋路附近第一聯

想到的是林俊傑監事，因他的診所

在凱旋與二聖路口附近，因此馬上

打電話給林俊傑監事問是否平安，

回答他本人及診所均安好， 距離氣

蘇榮茂

為高雄祈福，天佑高雄，天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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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點還有一段距離，但當時爆炸情

形像5級6級地震而且火光衝天實在

驚人，目前災區之道路封鎖。稍後

與賴聰宏常務理事聯絡，接著請賴

聰宏常務代理理事長行使職務，執

行以下之緊急任務-- 1.通知會務人員

電話查詢及瞭解災區會員受損情形. 

2.召開臨時常務理監事會，討論因

應事宜 3.請幹部與理監事，親自到

災區附近（在災區封鎖及維安允許

之範圍情況下）, 暸解受災情形並慰

問會員。8月1日中午在代理理事長

賴聰宏召開臨時理監事會後決議。

1. 因斷水斷電之診所，需要為病人

門診時，洽詢健保局如何協助診所

進行申報。2. 希望醫師會員發揮人

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同胞愛精神，對

災區患者免收掛號費, 及對於缺少或

沒帶健保卡的災區患者給予方便就

診。3. 配合健保署的規定，災區民

眾就醫短期內免收部份負擔。3.請

林俊傑監事，賴聰宏常務理事在安

全許可下，先行到災區了解受損情

況。4.有關募款事宜，等蘇榮茂理事

長回國後召開緊急理監事會後，馬

上決定及推動。 

公會緊急動員資源, 幫忙協助處理

災區會員之情形

與賴聰宏代理理事長及林俊傑

監事聯絡後, 我就馬上與災區之院

所聯絡了解受損情形 1.致電二聖醫

院；離爆炸地點最近，約30一40

公尺，受損情況--斷水斷電, 建築物

沒有受損，人員沒有受傷, 當晚就把

住院病人轉介到別院, 護理人員淨

空。早上6〜7點衞生局請二聖醫院

做為轉診急救中心, 因為其有發電機

又有地下水可以救急，也感謝二聖

醫院在緊急時刻, 作為急救中心, 為

災民及救護人員提供服務。 2.致電

正薪醫院， 3通均未接通電話，正

忙於處理緊急醫療， 到下午3:00時

候，侯弘志院長回電說明： 1.有一

爆炸地點在大樓正前面 2.建物沒有

受損，但缺水缺電  3.從半夜開始把

住院產婦及做月子產婦，均轉診到

別家醫院安置完成.  4.門診暫時停

診  5 .請託向健保局聯繫，災區病

患缺健保卡就診時如何申報，請其

從寬認定  3.致電陳錫榮醫師；沒接

通， 直到8月3日都未接通，請公會

了解其受災情況—建物受損。 4.致

電徐獨立醫師：徐醫師回答：1.爆炸

地點離診所約50公尺 2.建物及人員

幸未受損受傷 3.缺水缺電 4.外出參

加慈濟人醫會的志工義診，令人敬

佩。 又提及管制藥品因為沒法通報

VPN因此無法開處方調劑。 5.致電

吳玉珍醫師：回答一切平安。 6.致

電黃英山醫師, 沒接通，後來回電；

門前大路被炸開，門窗受損，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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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電， 暫時停診，人員平安 。 7.致

電醫師公會之會務人員：調查災區

所有醫療院所受損情形，及是否需

要協助的地方，並安排8月4日中午

召開緊急常務理監事及危機處理小

組會議。在8月3日晚上11時返回

高雄，於 8日4日上午8點半到達公

會，趕快處理相關事務, 災區附近

所有會員是否受損，及受損程度的

概況均已記錄出來（除了少數幾家

聯絡不上）。並於中午12點半召開

臨時常務理監事及危機處理小組會

議。最後決議。1 追認並肯定出國

期間，賴聰宏常務代理理事長所召

開的臨時理監事會所做的決定及危

機處理.  2.決議以醫師公會名義, 捐

款500萬給巿政府，作為社會救災

及緊急衛生醫療用途。3.贈發慰問災

區之受災院所3〜5萬, 表達公會及所

有會員之關心。4.因為提撥募款500

萬, 需要整體理監事會之共同決議, 

於隔天再召開臨時理監事會，通過

此筆500萬捐款預算, 表達醫界團體

對社會之關心。在臨時理監事會通

過決議，1.捐款500萬供救災用，此

筆款項由公會先提撥，再由公會發

動醫師會員募款，發揮人溺己溺、

人飢己飢的精神，敦請會員熱心樂

捐。2.代表公會及全體會員，發慰

問金3萬給 每家受災院所。3.發予

每家急救醫院慰勞金 5萬元，感謝

在此氣爆事件中努力參與救災之急

診及急重症中心所有醫護人員之努

力。而全聯會對於此次高雄受災之

情形也非常關心，全聯會蘇清泉理

事長也安排到高雄慰問受災院所，

8月7日（週四）上午與高雄市醫師

公會一起慰問受損院所。103-08-

07週四 上午8時半，全聯會蘇清泉

理事長代表全國各縣巿醫師公會之

關心，率同蔡明忠秘書長及全聯會

幹事南下，到高雄市醫師公會與大

家會合， 由本會理事長蘇榮茂、常

務理事林正泰、謝正毅、監事會召

集人楊宗力、常務監事李文棟、黃

鵬國、監事林俊傑暨總幹事康維淑

協同前往12家氣爆受災院所發送慰

問金，大家步行深入災區，一步一

腳印，關懷本會受災之院所會員，

並協助大家在後續的重建理賠上能

更順利的進行，此行也讓公會能更

深入瞭解災區受災的情形。後續公

會發起的樂捐義舉，高雄醫界會員

也熱心響應(感謝各位會員大家的愛

心及捐款)，有大家的熱誠及襄助，

公會才能為會員及社會作更多的事

情，在此 弟 榮茂 及 各位理監事深

表感謝，深深一鞠躬，感謝大家之

幫忙及協助。也祈禱天佑台灣，天

佑高雄，讓重建之路能順利進行，

受災的民眾能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災區能夠順利復原，甚至經過整

為高雄祈福，天佑高雄，天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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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能夠成為更好的居住環境。  

向在第一線為大家付出的警消人

員致敬

在本次高雄0801氣爆中，引

起爆炸及高溫燃燒的主要原因應是

化學氣體-丙烯，因為燃點低及高

揮發性之特點，而且比水輕，所以

會隨著水流之流動而散播，只要它

從管線中洩露出來，很快就隨著下

水道而散播出去，所以才會造成如

此嚴重之範圍廣泛之爆炸，這也突

顯了一個潛在的地下危機—高雄地

區工業污染及石化氣體對人體健康

之危害應受到高度重視, 尤其在地

下之管線安全性應該被嚴謹的規範

及檢視。而因為此次氣爆而受傷嚴

重的，除了在路上經過的民眾外，

就屬在第一線為大家搶救及想要找

出起火點的消防人員及警察同仁，

因為他們的忠於職守，可能讓氣爆

的時機點延後，也盡量疏散了來往

的交通民眾，讓傷亡能夠減低，但

是因為他們值勤的地方離氣爆點太

近，以致於多位警消同仁因公殉

職，這種捨己為人之精神值得大家

向他們致上最高之敬意, 也希望從這

些經驗中，我們能夠了解到化學氣

體原料潛在的高危險性，以及運送

此些高危險性化學物質之管線，人

口稠密之都市商業區及住宅區，對

大家之健康及生命安全所造成之重

大威脅，如何事先預防及防治工業

安全意外事故之發生, 非常重要，期

望高雄經過蛻變，能成為更適合居

住的幸福城市。 

食品安全對健康之重要—“回收

油” 事件—應嚴謹規範及檢驗-

台灣近期發生一件對全體民眾

健康影響甚大，且影響層面甚廣之

食用油品安全問題，有台灣之食用

油工廠，竟然違反正常法定製油程

序，轉而向國內及國外進口已經使

用過之回收油及廚餘，本來這些油

類廢棄品，申請應製成肥皂類及生

質汽油, 竟然經過廠商用化學添加

物，經過沉澱及過濾殘渣等工業製

程，混充為精製油品，竟然還通過

國家GMP之認證，再把此種對人體

健康有害的劣質油回銷給各大食品

公司作為加工食品原料，變成各種

食品, 進到消費者之肚子裡，因為這

種劣質油製造廠商位於供應鏈之上

游， 所以影響之層面由上而下，讓

許多下游第一線面對消費者之加工

食品商也波及甚廣，而消費者變成

直接之受害者, 此種情形, 讓人不禁

感嘆, 廠商在製造過程及出貨之過

程，難道把關之食品安全之規範及

安檢，未發揮及時之功能嗎? 政府

藥物管理相關部門對於一顆幾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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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幾塊錢的醫療藥品，都還要用嚴

謹之 MD-GMP & PIC/S 來規範，對

於食品安全方面，也應該考慮用相

對嚴謹的標準來規範，事先對產品

抽驗及作工廠ISO之認證，以作為預

防之管理，而對於像本次以劣質油

賣給消費者之事宜，經濟之事件以

經濟之方法處理之，應以數拾倍罰

款追回廠商不當所得之利益並加重

刑罰，以遏阻潛在之其他廠家偷煉

劣油動機，也期待台灣之業者，不

可短視近利， 應珍惜”台灣MIT”

金字招牌，維護自己品牌及公共的

長遠利益，也保護消費者之飲食安

全與健康。

  
健保近期推動之重要新政策要

點—雲端藥歷

近期參加健保局之共同管理會

議，有提到一些跟會員較有密切相

關之議題，向大家報告，請會員也

可以提早準備及因應。1. 讀卡機之

軟體將更新「健保卡讀卡機控制軟

體」為3.3版，請各院所於103年12

月前, 請醫療資訊廠商協助加以更

新，以免104年起讀不到健保IC卡

上新的資料. 2.推動”雲端藥歷”之

使用及發展—目前院所可以看到之

病人就診資料為最近6次之概況，為

方便院所整合病人之用藥整體情況

之掌握，並增進病人之用藥安全， 

健保署建置了病人用藥雲端資訊系

統，醫師可以透過VPN連線，經過

醫事人員認證後，可以調閱病人之

過去3個月左右之用藥內容，有助

於醫師在未來開藥之參考，但使用

時請遵守病人資料保密原則。而為

解決VPN網路速度過慢之困擾，健

保署請中華電信將VPN部份升級為

企業光纖版, 上傳及查詢之速度加快

很多，但更快的速度需要更快之付

費，每個月需付企業型光纖2M月租

費7,436元，院所可自由選擇參加，

有需要之院所可與中華電信申請，

健保局也有部份補助，有意者可洽

健保局承辦。

注意未來健保政策控管監測之項

目—慢性病重覆用藥

近103年9月底起健保署將陸

續監測公佈院所各層級安眠鎮靜藥

物、高血壓藥物、降血脂藥物及糖

尿病藥物。其他重點監測項目如：

抗思覺失調症(原抗精神分裂症)、

抗憂鬱症、罕病用藥、標靶藥物、

血友病藥物、Zolpidem、及抗生素

等類用藥之日數重疊率異常監測，

請醫師善用「健保雲端藥歷系統」

審慎處方，避免自家院所或跨院所

用藥日數重疊。日前有會員反應, 常

有用藥被健保局電腦審核及行政核

扣之情形,，經公會與健保署反應及

為高雄祈福，天佑高雄，天佑台灣



高雄醫師會誌 JOURNAL OF KAOHSIUNG MEDICAL ASSOCIATION 2014. vol. 22, No.4

349

了解，因總署受到健保管理委員及

醫改團體之監督，統計資料顯示，

排名健保前十名用藥大多為三高用

藥、BC肝用藥、及癌症用藥，為避

免藥費成長侵蝕健保總額之費用過

鉅, 所以被要求管控藥費之成長，所

以不論醫院或診所，每季電腦自動

結算，同院所開給病人之同藥理用

藥若有重覆日數，其重覆之部份將

不予給付，請大家運用雲端藥歷系

統多加注意。

新的國際疾病編碼新制 ICD-10 

即將正式啟用.

健保署將訂於104年1月1日

起， 全國特約院所全面改以國際疾

病分類第十版 ICD-10，請各位會員

多加了解，並將已使用多年之 ICD-

9-CM 更新改版，而ICD-9 在國際上

使用於疾病編碼已超過30年，因應

許多新興疾病之興起，及醫療費用

給付制度之變化，許多歐美國家已

陸續改版為新版之 ICD-10，而新版 

ICD-10 與舊版之 ICD-9 之間之主

要差異點在於 1.ICD-10之編碼有 7

碼，而舊版之ICD-9 為3-5碼，所以

新版ICD-10可作更精細及多元之疾

病分類. 2.舊版ICD-9在第一個字母

可能為數字或英文字母，但ICD-10

之第一個字一定是英文字母，這對

於以前我們習慣常用的慢性病舊碼 

高血壓4011、糖尿病25000、高血

脂2724..等，ICD-10 都會作很大之

變化,從104年1月1日起，如用舊碼

會影響到院所之醫療費用給付之判

讀及正確性，所以請各位會員於近

期2-3個月以內 (103年12月以前)，

請醫療資訊部門或資訊合作廠商，

協助院所進行更新改版，以維護院

所權益。

醫師之使命—救人為先. 醫療行

善. 公益在心.

今年103年真是動盪的一年， 

夏季到秋季又發生了許多讓人驚心

動魄的事情，所幸在大家的同心協

力幫忙下，總算能勉力的去克服困

難，度過難關。而在許多的事件發

生之時，尤其在重大傷害事件、公

共安全事件、工業安全事件發生的

時候，總是讓人省思，經濟之發展

對於人類社會之進步是相當重要，

但是如果在競爭與發展的過程，沒

有辦法帶給大多數人健康幸福及平

安，那我們必需去反思此種發展之

合理性及必要性。而作為醫師，在

必要的時候，需站在第一線處理傷

病之情況，讓病人之傷害降到最

低，雖然是非常辛苦，但是對大眾

之健康平安，可以作出直接而有用

之幫忙，也是一種貢獻與福報，雖

然目前之醫療環境相當艱難，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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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起期勉, 運用我們的醫療助人之

專業, “身在醫門好行善”，為大家

創造更多的健康幸福，“將香水灑

向別人的人，自己身上也會沾上幾

滴”, 也再次誠懇祝福大家每一位，

都能擁有健康平安，幸福開朗的事

業與生活。

為高雄祈福，天佑高雄，天佑台灣

8/1氣爆事件103.8.22本會捐贈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專戶貳佰伍拾萬元正，張局長乃

千代表受理。

103.8.22本會捐贈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專戶貳佰伍拾萬元正，何局長啟功代表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