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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頭言

前言

高雄經過八一氣爆的創傷及努力的

重建，不但沒有被擊倒，反而更

堅強的面對各種問題，一一克服

解決，就好像醫學上在作清理傷口

般，經過清創手術以後， 變得更

健康了，一方面將經過市區多年的

塑化管線圖整理出來，一方面限制

危險化學物品運輸管線經過市區，

也促使社區及都市景觀更進一步美

化，而且都市輕軌未來也將高雄市

帶入一個交通更進步的新城市，

而經過103年都市首長及議會之重

組，高雄將以新面貌重新再出發，

而醫界人才的投入及參與，希望將

高雄更加提昇為更宜居住的健康新

城市，使高雄市的未來更加美好。

健保總額的侷限與期許未來革新

健保總額制度下，已邁入20

年了；各位醫界先進，在各自領域

內，受到很多很多不合理的限制，

像是 1、不同病卻同酬2、勞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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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均，卻給付相同3、科別風險係數不

同，卻給付相同4、給付偏低；醫

療總額只佔全部GPD的5%至6%，

遠低於世界各國平均值之7.5%至

8%。而且總額之服務內容、大小疾

病通包，均要求醫療院所給予最佳

最先進的醫療治療服務，醫療提供

者卻被當做是廉價勞工，或是當做

醫匠，因此未來醫界要走的路，仍

然還是很困難，還是得靠大家集思

廣益、團結一致，藉由媒體交流、

研討會等及各種管道，表達醫界的

困境，與扭曲的醫療生態，早日改

革，以避免醫療環境，五大皆空，

一再惡化下去，希望經由大家之投

入及革新，讓醫療的執業環境能夠

漸入佳境。 

近期醫療及健保之注意事務—醫

糾調解與健保規範

 最近半年來，醫師公會做了

許多事情，藉此機會讓會員先進們

了解知道，更希望各位會員，如有

蘇榮茂

高雄新氣象、重新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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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言，歡迎隨時提出來。一、醫療

糾紛調解成功率增加，今年﹙103

年﹚元月一日到十一月底，共53

件，調解成功的有17件，調解沒成

功的有36件，成功率為32%；相較

去年（102年）元月至十二月，共

80件，調解成功的有14件，調解沒

成功的有66件，成功率：17.5%；

這顯示出醫療資訊公開、病人主觀

自我意識抬頭，稍一不慎就會發生

醫療糾紛，請大家注意，任何醫療

行為，尤其是手術、醫美，更加需

要注意，務必說明解釋清楚，並且

確實請病患簽名以確認充份了解，

減少醫療糾紛之產生。二、健保違

規事件還是需要提醒大家多加注

意，最近除了被罰款、記點外，更

有停診1至3個月，甚至1年的；其

中最大的原因是 1、虛報 2、未看

診，就申報醫療費用 3、藥師不在

場，卻申報調劑費 4、未做檢查，

卻申報檢查、檢驗費 5、一個手術

標本，兩地申報手術費用，及病理

切片報告費用。請大家多加注意以

上曾被健保局處份之案件，也預防

及避免有類似情形再發生。三、審

查核刪率高的診所請多注意審查共

識及用藥準則，在總額精神下，同

儕制約，避免浪費，因此建議申報

時，盡量在審查共識內申報，高價

藥之佔率不宜太高，否則抽審率

高，一旦有抽審被核刪的機會難免

就會出現。  

有關國稅局來函 〝設立帳冊查

核〞調查表之處理--可比照過去申

報方式及核定模式

103年10月份國稅局來函，

要求基層醫療院所填具「輔導執

行業務暨其他所得者設帳調查表」

一事，公會已於10月3日邀請國稅

局黃正輝科長、黃騰達股長及一

位專員到公會協商溝通，了解實際

情形，並於10月7日邀請黃昭順立

委，為了此事，特別率同高雄市醫

師公會—蘇榮茂理事長、高雄縣醫

師公會—盧榮福理事長、高雄市牙

醫師公會賴守正理事長及公會幹

部，前往國稅局拜會吳英世局長、

黃正輝科長，協調診所設帳問題。

目前國稅局發文之調查表內容為請

會員登錄院所之目前設帳情形（請

103.10.3國稅局黃正輝科長等蒞會協商溝通輔導執
行業務所得設帳乙事，蘇榮茂理事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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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實際勾選）□未設帳 □已設帳未

依規定記載或□已設帳並記載；目

前已記帳者，建議勾選同意設置帳

簿，並詳實記載，以及保留憑證；

如果目前未設帳之院所，則可勾選

未設帳，得照同業一般收費及費用

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得到之結

論：可比照過去申報方式及核定模

式。為釐清此事之法源及中央財政

部規定，並於11月5日，黃昭順立

委，特地在立法院，邀請蘇清泉立

委、鄭如芬立委、醫師公會全聯會

蔡明忠秘書長、雲林縣醫師公會陳

夢熊理事長、高雄市醫師公會蘇榮

茂理事長及財政部賦稅署副署長、

組長，討論協商有關診所設立帳冊

問題，經過多方之討論，得到結

論：診所可比照過去申報方式及核

定模式(健保成本核定為78%)，在此

非常感謝黃昭順立委的協助。 

高雄0801氣爆所衍生之醫療費

用—感謝立委及各界之幫忙協調

103年10月5日，趙天麟立委，

特地為八一氣爆事件所衍生額外的

醫療費用，特別邀請健保署蔡魯副

署長，高屏業務組—林立人組長、

各急救醫院之院長、副院長，及高

雄市醫師公會蘇榮茂理事長，在趙

天麟立委服務處，召開記者會，要

求八一氣爆事件，所延伸的額外醫

療費用，不應包括在總額之內，應

由行政院第二預備金支付才合理。

會中討論到，醫院動員醫護人員全

力救人，無私的奉獻，反而得到健

保給付不公平的處罰，真是不合

理，感謝趙天麟立委主持正義。

11月4日及5日，趙天麟立委特

別發函行政院、衛福部健保署，要

求八一氣爆事件，所延伸額外醫療

費用，不應包括在總額之內，應由

健保會，研擬支付，或由行政院第

二預備金支付。

11月5日，並聯同黃昭順立

委、蘇清泉立委、健保署黃三桂署

長，帶領行政院政務顧問蕭志文醫

師，及高雄市醫師公會蘇榮茂理事

長，拜會行政長官李四川秘書長，

協商有關高雄市八一氣爆事件衍生

的醫療費用問題，得到初步之成

果，1.由103年8月1日至105年1月

31日止，災區所有的醫療費用，部

份負擔2385萬，應由行政院處理。

2.由103年8月1日至105年1月31日

止，額外的醫療費用，不包括在總

額之內，由衛福部研擬，由其他項

目支付；如不可行，則由行政院第

二預備金支應。

  
感謝醫界參與社會公益及緊急醫

療救護

高雄市醫師公會於慶祝103年

高雄新氣象、重新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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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節大會中 (103年11月9日)，

頒發了56位行醫40年的醫界先進獎

牌，感謝他們，40年來，對社會病

患的服務，亦頒發了3位高杏獎得

主—王照元教授、郭武憲院長、楊

宗力院長，感謝他們在不同醫學領

域對社會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另外

為了表揚感謝，今年八月一日氣爆

事件，參加急救的九家醫院；包含

高醫大中和紀念醫院、國軍高雄總

醫院、高雄榮總、國軍左營醫院、

阮綜合醫院、市立聯合醫院、市立

大同醫院、市立民生醫院、二聖醫

院，由衷誠心感謝他們每家醫院，

當天緊急召集數百位醫護人員緊急

參與救護，讓所有病患，獲得最佳

的醫療照護。同時於醫師節大會當

天，也公佈八一氣爆事件，所有

捐助善款的會員名冊，共募集3，

322，214元整，加上公會的基金

撥款 2，457，786元整，共計578

萬元整。 其中250萬元整捐贈給社

會局，250萬元整捐贈予衛生局，

作為救災善款；另外致贈11家災區

受災診所慰問金，每家診所3萬，

總共33萬元整，9家急救醫院慰勞

金，每家5萬元整，共45萬元整；

感謝所有會員的愛心善心，亦期盼

所有傷者及家屬，能夠完全恢復，

尤其重度燒燙傷之病患，除了傷口

癒合外，心靈的撫慰、後續長期的

復健，更需要社會、政府長期的愛

護關懷。

醫界榮耀—全國醫療典範獎—高

雄備受社會肯定

全聯會於慶祝103年醫師節暨

頒發醫療典範獎 (103年11月12

日)，頒贈予資深醫師的獎項，今年

高雄市推薦林永哲教授、顏正賢教

授，榮獲醫療典範獎，莫景棠院長

榮獲傑出服務獎，恭喜賀喜他們，

不只是高雄醫界之光，更是全國醫

界的典範，再度恭喜他們！

高雄發聲—參與國是座談及爭取

醫界權益

103年11月16日，馬英九總統

特別與衛福部長官，南下感謝這次

參與81氣爆救災的醫療體系，因為

緊急救護系統大家平常訓練有素，

才能在緊急大量傷患湧到時，發

揮最好最迅速有效率的醫療服務品

質。同時也邀請，高雄醫學大學劉

景寬校長，高雄市醫界各院長們，

及醫師公會理監事幹部，舉行午餐

便當聚會，於會中大家提出建言，

希望對能對醫療政策目前之現況有

所改善，會中向總統及衛福部提出

建議的事項有--

1、蕭志文榮譽理事長建議：二

代健保補充保費，已經累積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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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200億元整，過去是不足700億

至800億，因此希望能夠保證醫療

點值至少在0.95；不足0.95時，由

健保費補貼至0.95。

2、高醫大劉景寬校長建言，

能在南台灣成立登革熱研究中心，

以協助疫情的控制及熱帶醫學之發

展， 總統同意給予協助。

3、總統同意，在今年登革熱，

爆發大流行，所衍生的額外醫療費

用，影響到點值時，可以由衛福部

專案補助。

4、義大醫院—杜元坤院長建

議，政府能持續推動國際交換學生

來台灣習醫的外交政策，總統認為

應該繼續。

5、未來若將住院醫師，納入勞

工之工作時數限制，會造成醫師人

員的短期不足，義大醫院—杜元坤

院長建議，是否可以增加，醫學系

招生1300位為上限的制度，是否可

調整？ 總統轉請衛生福利部及教育

部研究。

新局面新發展—醫界積極參與投

入公共事務

台灣地方自治史上，於103年

11月29日，規模最大的九合一選舉

揭曉，國民黨遭遇史上最重大之挫

敗，在22個縣市長中，六都僅拿下

新北市一都，總數只保住6席次；

民進黨則當選13席次；在各縣市長

得票率部份，國民黨獲得40.7%，

相較於2009年縣市長選舉47.9%、

2010直轄市市長選舉44.5%，已大

幅滑落，顯示選民已對現今執政效

率的低滿意度，而投下不信任票。

 而在22縣市中，具備醫師背景

的，有台北市柯文哲市長、嘉義市

涂醒哲市長、台南市賴清德市長、

連江縣劉增應縣長等四位，顯見醫

師對於社會事務之投入及努力得到

社會民眾之高度肯定。

 其中最受矚目的台北市市長選

戰，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醫師，

拿下85萬票，大勝國民黨連勝文候

選人將近25萬票，打破藍綠對立

惡鬪之高牆，以在野大聯盟之訴求

獲得大勝。柯文哲市長，選前訴求

「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喊出

所有台北人的心聲，也表達了台灣

人民，求新求變的廣大民意；尤其

柯文哲醫師，是以政治素人身分，

一介平民身分，而非靠政黨、財團

基本盤撐腰，卻能超越對手並大勝

國民黨傾全力支持的權貴連勝文候

選人。

 另外柯文哲醫師，於此屆選戰

之特色〔不掃街、不插旗、不邀大

咖名人、不登廣告、不肆無忌憚的

超收政治獻金，並且公開透明收支

帳目〕。 發揮創意，以網路海選

高雄新氣象、重新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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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競選歌曲，廣納民意，並一

再提倡藍綠大和解、在野大聯盟，

用醫師廣愛民眾的理念，以愛、歡

樂、包容、誠實、理性、正直、公

義、公開透明、奉公守法、開放政

府、全民參政的訴求，及競選模

式，進而大獲全勝；台北市能、柯

文哲市長能；醫界更要自我檢討改

進修正，應避免內部的惡鬥杯葛，

放下歧見，彼此融和，拋棄為反對

而反對的作法，改以團結合作、和

諧共存，為醫界爭取最大的執業尊

嚴及權益、及醫療給付合理化，也

為全民健康幸福來把關，提升醫療

品質水準而努力。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喜氣洋洋 幸

福快樂 三陽開泰

舊的一年即將過去，新的一年

也將開啟，回顧一年來的努力，

醫師公會全體都秉持著熱心開朗的

為大眾服務的精神，為會員全體努

力打拼，同時也投入參與社會公益

事務，希望用“醫療行善，樂活至

上”的核心理念，來推動醫界事

務， 也感謝所有先進及社會賢達對

於公會的支持與幫忙，在此深深感

恩，因為在未來更發展及更進步的

社會中，任何團隊只有更加融和及

團結努力打拼，展現為社會及公眾

的熱誠與服務，才能獲得大家的敬

重，在此弟榮茂與全體理監事及幹

部感謝每一位幫助過公會的先進，

也希望公會能在大家共同的支持及

努力下更加進展，祝福各位先進在

新氣象的金羊年都能三陽開泰、喜

氣洋洋、幸運洋溢，事業順利展榮

圖，吉祥茂盛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