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良事蹟內容： 

何 啟 功 教 授 是 國 內 第

一位臨床全職職業病醫學

工作者，他不僅是捍衛南台

灣勞工職業安全及健康權

益的守護者，也因他不畏橫

阻、實地訪查及環境測定的

努力，讓勞委會確定通過成

為國內第一件職業性癌症

判決案例，也進而喚醒社會

各界重視職業傷病及保健

工作。 

高雄醫學院 25 屆畢業的何教

授，大學畢業後，考上台大公共衛

生研究所預防醫學組，毅然決然地

一頭栽進了公共衛生的領域，鑽研

探討隱藏在疾病背後環境因素的職

業病醫學。 

在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

所專攻職業病，當時職業醫學是一

個新興的領域，在他習得新知返回 

高醫服務後，負責高醫職業病防治 

中心業務，配合南部高高屏及台東  

、澎湖五縣市衛生局進行防治工作 

，並帶領高醫績效成為全國六大職

業病防治中心之冠。 

 

 

 

 

 

 

 

 

 

 

 

促成國內第一件職業性癌症判決

案例 

82 年至 85 年，積極進行高雄

電信局機房環境致癌訪查工作時，

曾遭受外界排山倒海的壓力，但因

為他的堅持，讓這件全國第一件職

業性癌症判決案例，促使勞委會展

開系列硫酸暴露工人的職業危害流

行病學調查，電信局也加強工作環

境改善，更讓受害員工獲得補償。 

 

世界首見摘洋蔥病變 

85 年與眼科合作職業病調查， 

發現屏東採收洋蔥的農友因作業遭 

 

得 獎 者：何啟功 

院所名稱：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推薦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賴院長文德 

表揚優良事蹟：符合高杏獎推薦準則第二條第 5、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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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落山風揚起的蔥皮刮傷眼睛導致

角膜潰瘍黴菌感染，獲得衛生署及

農委會重視，除對農友展開衛教宣

導外，還配發防護護目鏡給作業的

農友，讓失明之虞不再成為困擾。 

87 年推動南台灣勞工職業病

防治工作有成，獲衛生署頒發三等

醫療獎章公開表揚，並獲中華民國

環境職業醫學會推選為「優良會員 

」。 

 

爭取美國國衛院補助高雄市工業

環境污染調查 

何教授於 88 年赴美國哈佛大

學進修，除針對環境與職業病的研

究多所涉獵，還積極爭取美國國家

衛生研究院支持，獲得四年研究經

費，並進行交流合作，共同以工業

污染與居民健康調查為主題做深入

探討並尋求解決之道。 

另在實務上，將『工廠員工保

健及職業病防治相結合的整體規劃 

』、『開發職前健康評估中有關易感

性的檢驗方法』等為主要目標，將

帶回新的觀念及技術，應用在臨床

上，讓國內職工在進入工廠前能知

己知彼，尤其是特異體質易感性高

的員工能早期被篩檢出來，避免員

工發生職業傷病，亦減少雇主管理

上的困擾。 

 

 

 

 

 

 

 

 

榮獲行政院表揚抗 SARS有功醫護

人員 

92 年 SARS 猖獗期間，何教

授臨危負重擔任 SARS防治工作南

區召集人，何教授一開始是想藉由

本身的醫藥知識，幫助民眾對抗這

個新興傳染病，卻意外發現站在傳

染病防治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因工

作關係而感染法定傳染病者，常常

被排除在勞保給付對象外，漠視醫

護人員的權利，要求勞委會修法，

以保障醫護人員在勞保上的基本權

益。 

 

榮獲澎湖縣長頒贈榮譽縣民 

民國 84 年開始，何教授主動

輔導澎湖縣職業防治、菸害防制、

社區健康促進等相關預防醫學諮詢

等工作，更協助合作辦理漁業從業

人員血中鉛調查及訪視、漁業作業

傷害調查、職場菸害防制調查、七

美鄉社區健康營造、潛水伕症探討

及建立澎湖地區醫護人員針扎通報

防治系統等，在澎湖的疾病防制研

究調查投入超過 10 年，不餘遺力，

獲澎湖縣縣長頒贈榮譽縣民證，感

謝何教授對澎湖縣民在公共衛生及

醫療健康的努力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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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事蹟內容： 

1.為配合國家發展急重症醫療政

策，成立「心肌梗塞全人照護

團隊」，參加 97 年度國家品質

標章認證，並獲 2008「國家生

技醫療品質獎－醫療院所類銀

獎，成功的把心肌梗塞病人的

死亡率降低至.8%，超越國際

水平之 7.5%，成效卓越，每年

可省下三千萬的醫療社會成本  

。  

2.獲 97 年醫策會主辦第九屆醫療

品質組三項金獎：�主題改善進

階組－改善 ST 上升型急性心肌

梗塞病人再灌注時間。�主題改

善組－改善心肌梗塞病人照護品

質。�主題改善組－降低心導管

檢查橈動脈穿刺部位瘀青發生

率。 

3.整合心臟內外科門診為「心臟血

管醫學聯合門診」，並設立衛星檢

查站提供一般心電圖、運動心電

圖及心臟超音波等檢查，當日即 

作，完成率達 95％，以嘉惠偏遠 

地區民眾，避免來回奔波之苦。 

 

 

 

 

 

 

 

 

 

 

 

4.設立心臟專科病房，具備全方位 

生理監視功能，提供心臟重症患

者完善的照顧。 

5.學術研究 

�發表國際 SCI 期刊論文 71

篇、非 SCI 期刊論文 61 篇。 

�發明專利：於九十五年十二月

通過「連續血壓波形量測方法及

其量測系統」之發明專利，專利

證號：268773。 

�獲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工程論

文獎「可攜式即時心輸出量測系

統」。 

�獲選高雄榮民總醫院「100 年 

度臨床教學績優獎」。 

得 獎 者：劉俊鵬 

院所名稱：高雄榮民總醫院 

推薦單位：高雄榮民總醫院莫院長景棠  

表揚優良事蹟：符合高杏獎推薦準則第二條第 5、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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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事蹟內容： 

一、積極參與公會所推動的醫療政

策及醫療業務：擔任高雄市醫

師公會第八、九屆理事，第十

屆常務理事，第十一屆常務監

事及第十二屆常務務理事。期

間積極參與、協助公會所推動

的醫療政策及業務，服務醫師

會員，爭取醫界應有的權益和

尊嚴。對公會所推動的種種公

益活動如救災、關懷弱勢等無

不熱心參與，出錢出力。 

二、自民國 96 迄今(102 年)連續擔

任高雄市醫師公會對外發言，

舉凡醫界重大訊息或活動，如

醫師尊嚴的維護、救災、愛心

活動…等皆迅速以新聞稿或記

者會方式發佈，提昇醫界形象 

。 

三、民國 93 年 5 月參與高雄市診

所協會的籌備與創立，並擔任 

第一屆常務理事(93 年～96 年) 

及 第 三 屆 常 務 監 事 (99 年 ～

102 年)。除了服務基層醫師以 

外，並積極參與協會舉辦的各 

 

 

 

 

 

 

 

 

 

 

 

 

 

種愛心、關懷弱勢和義診活動 

，提昇醫師形象。 

四、擔任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第

六屆常務理事、第七屆顧問及

第八屆常務監事(100 年迄今)

服務基層醫師，爭取醫師的尊

嚴和應有的權益，改善執業環

境、配合協會的救災、義診、

愛心和關懷弱勢活動，盡醫師

的社會責任。 

五、於民國 88 年參與籌備創立高

雄市關懷海洋性貧血協會，並

擔任第一屆至第六屆(民國 88

年～100 年)常務理事，第七屆

得 獎 者：謝正毅 

院所名稱：聖青診所 

推薦單位：高雄市診所協會蘇理事長榮茂  

表揚優良事蹟：符合高杏獎推薦準則第二條第 1、2、3、7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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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則請太太謝劉美娥女士擔

任常務理事。一直以來，長期

對海洋性貧血的病童，付出愛

心與關懷，鼓勵他們勇敢面對

人生，接受治療。協會每年都

會提供獎學金幫助他們，也會

舉 辦 一 些 活 動 帶 給 他 們 歡

樂；以及醫學講座，宣導海洋

性貧血的防治。 

六、民國 88 年 7 月～89 年 6 月擔

任高雄市巨港扶輪社第五屆

社長，以醫師救世濟人的精神

帶領社團做了許多慈善、公益

活動。  

七、義務參加各項醫療服務活動： 

醫師公會、高雄市診所協會、

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健保

局、關懷海洋性貧血協會所辦

的活動，或義診、或駐診救護

站，或專題演講，皆盡力參

與。 

八、  社區服務：自民國 93 年起迄

今，擔任大高雄社區醫療群執

行長，每年都會固定舉辦 1～2

場社區醫療服務。除了疾病防

治衛教以外，還提供免費量血

壓、測血糖以及醫療諮詢。在

97 年 11 月 16 日甚至與阮綜

合醫院、鼓山衛生所及其他醫

療群合辦一場大型的義診，免

費提供民眾量血壓、血糖、生

化檢驗、乳癌篩檢、子宮頸抹

片、骨質密度檢查，造福社區

居民。 

九、全力配合政府的醫療政策，提

供口腔癌篩檢、大腸癌篩檢，

傳染病的通報，及流感疫苗接

種並與衛生所合作成立注射  

站，99 年度獲衛生局長感謝函

勉勵。 

十、擔任仁愛國小家長會長期間，

捐贈清寒獎學金及學校教學

設備，於民國 82 年 11 月榮獲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捐資興

學”獎狀。 

十一、民國 102 年父親節，因與太

太謝劉美娥女士長期關懷

弱勢，且家庭美滿，榮獲高

雄市身心障礙團體聯合總

會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

頒發”愛心 .模範家庭”獎

狀。 

十二、民國 96 年～97 年太太謝劉

美娥女士擔任高雄地區醫

師夫人聯誼會長期間，幫助

太太策劃一場大型募款餐

會(與高雄市診所協會合辦)

共結餘新台幣數拾萬元，全

數捐給弱勢團體。並於 97

年兒童節前夕帶團至高雄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高雄

榮民總醫院關懷病童，致贈

兒童節禮物，讓病童有個快

樂的兒童節。 

十三、民國 99 年 11 月，因平時熱

心公益，服務民眾提昇醫師

社會形象，榮獲母校中山醫

學 大 學 頒 發 ” 傑 出 校 友

獎”。 

十四、民國 99 年 8 月當選高雄市

第 36 屆模範父親。 

十五、民國 92～94 年擔任中山醫

學大學南區校友會會長，期

間除服務校友外，也致力於

與南部地區各醫學院校校

友之間的交流和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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