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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朱立倫表揚新北市第 5 屆「醫療公益獎」 

市長朱立倫 6 日頒獎表揚新北市第 5 屆「醫療公益獎」27 位得獎者及醫療

機構。朱立倫也趁著醫師節前夕，感謝共同為 400 萬的市民健康把關的所有醫

師們，醫師節快樂。有不少獲獎者的家屬也到典禮現場分享榮耀與喜悅，場面

熱鬧溫馨。今年醫療公益獎首度納入醫事團體，以肯定大家在崗位上默默的貢

獻。 

朱立倫表示，新北市幅員遼闊，這 2 年來在衛生政策推動上，朝著醫療資

源整合提升偏鄉醫療能量、落實在地醫療、在地復健、在地老化，以在地人關

懷在地民眾健康的精神，全力投入在地醫療照護，以達到長照社區化。在面對

各種千變萬化的醫病關係的現實環境，默默在新北市各角落堅守崗位的醫療從

業人員們，更加值得敬佩。 

朱立倫說，健康是我們一生最大的資產。健康，不僅是幸福的基礎，有了

健康，才有揮灑人生自我、照顧家庭、貢獻社會的條件。而得獎及受到推薦餐

與選拔的醫師，不僅在第一線肩負新北市民的健康，更進一步的得到患者、社

區的肯定。 

衛生局長林奇宏表示，截至今年 10 月，新北市有近 8,400 名醫師，以及

4,200 多名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放射師及醫檢師與營養師等醫

事同仁，分別服務於 52 家醫院、3,000 餘家中西牙醫診所及學校、衛生所等，

共同為 400 萬的市民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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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並肯定在基層醫療、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及其他對醫療工作，或社會

積極奉獻的醫師或醫療機構，新北市衛生局在 101 年舉辦第一屆「醫療公益獎」

大型選拔活動，共有醫療貢獻獎、醫療教育研究獎及醫療特殊奉獻獎等 3 大獎

項。今年又首度所有醫事人員納入評選對象，增加醫事服務貢獻獎、醫事教育

研究獎及醫事特殊奉獻獎。護理師及藥師因人數眾多，故各自單獨選拔。 

林奇宏指出，今年共有 55 位醫事人員及機構參與角逐第 5 屆醫療公益獎，

由 14 名醫療專業、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代表所共同組成之委員會，經 3 小時

激烈討論評選而出 24 位個人及 3 家機構獲獎。 

第 5 屆醫療公益獎醫療貢獻獎︰李嘉富、邱冠明、林恒毅、林俊昌、林曾

翠霞、洪大川、殷心蓓、徐錦池、陳炳榮、張耀仁；醫療教育研究獎︰王怡人、

王良順、林慶忠；醫療特殊奉獻獎︰何博基；醫事服務貢獻獎︰田蕙茹、朱益

民、呂忠益、李桂樑、許重梅、陳燕慧、湯惠斐；醫事教育研究獎︰沈里國、

劉麗娟；醫事特殊奉獻獎︰陳莉榛；以及亞東醫院、耕莘醫院、臺大金山分院

獲得醫療公益獎。相關事蹟請至衛生局官網 http://www.health.ntpc.gov.tw/查

詢。 

 

資料詳洽：醫事管理科  白姍綺科長  電話：(02)2257-7155 分機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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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醫療特殊奉獻獎︰東和婦產科家醫科診所  院長  何博基 

    拉近新北市城鄉醫療資源差距，達到在地就醫，是衛生局長期奮鬥的目標。

何博基醫師擔任臺北縣醫師公會及新北市醫師公會第 1 屆理事長期間，號召會

員支援各區衛生所醫療業務、擴大偏鄉巡迴醫療服務 10 餘年，與衛生局攜手

提升偏鄉居民醫療的可近性及便利性。 

    何博基醫師不僅長期關心偏鄉醫療，在擴展國際醫療交流也著力不少。曾

補助外蒙古醫師免費來臺受訓，並推動臺灣家庭醫學會多次參加國際會議，也

承辦第 21 屆世界家庭醫師組織亞太地區會議，增加臺灣在國際的曝光度。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醫、藥彼此常有紛爭。何醫師在擔任理事長期間創立

新北市醫療團體聯誼會，每三個月一次由西醫、中醫、牙醫、藥師及護理等各

界輪流作東聯誼，至今已結合 17 個醫事團體，相互溝通立場、融洽彼此感情。 

    在三重開業的何醫師首創健康便利店、推出 6 星級子宮頸抹片，100 年更

得到母嬰親善認證全國第一名，獲國健署、衛生局頒獎表揚。 

 

醫事服務貢獻獎︰朱益民破例升任耕莘醫院行政副院長 兼臨床病理科主任 

    朱益民是耕莘醫院破例第一位由醫事部門升任醫務部副主任，並於今年高

升行政副院長，同時主持臨床病理科身兼科主任。服務醫院的 24 年間，歷經

院方檢驗科整建、搬遷與規劃新實驗室無役不與，因表現優異深獲院方倚重。 

    捐血可以救人一命；但輸血錯誤也會要人命。輸血的風險可能會出現在備

血、合血及輸血的各階段，而國內幾乎所有血品均由捐血中心供應，但也衍生

血品的供給及距離交通等諸多問題。尤其位處大臺北邊陲的小型醫療院所，須

到關渡領血，不僅距離遙遠，回到院內也欠缺專業醫檢師即時合血。為此，朱

益民擬定代檢作業，服務週邊 10 所小型醫院、診所及洗腎中心，提升醫療品

質貢獻卓著。 

    早期療育需要投入整合性的醫護專業，來協助發展遲緩兒童在醫療、教育、

家庭及社會等問題。耕莘醫院在朱益民帶領下，派遣早療團隊到貢寮、雙溪、

烏來、深坑及坪林與平溪等偏鄉，評估或作定點療育，為早療兒童奉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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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亞東醫院  副院長 邱冠明 

    20年前，擁有300餘萬人口的臺北縣，不僅沒有一家具備開心能力的醫院，

大多數民眾也都奔赴臺北市就醫。邱冠明醫師 89 年在臺大住院醫師訓練後，

隨即跟隨朱樹勳至亞東醫院，創設臺北縣第一個心臟照護團隊。至今執行超過

6,000 臺開心手術，含 53 臺心臟移植。 

    豐富的開心手術經驗並沒有讓邱冠明滿足現狀。尤於心臟手術是昔日所謂

「開胸剖腹」的大手術，不僅風險高，手術傷口也大、復原時間也較長。95 年

起，邱醫師開始推展「內視鏡微創心臟手術」讓胸膛 30 公分大傷口逐步縮成

目前 3 至 6 公分的小傷口。冠狀動脈繞道手術也發展由內視鏡血管擷取術完

成。 

   「內視鏡微創心臟手術」不僅是國內開心手術的先驅，日本、大陸、香港、

澳門及東南亞諸國，也常邀請邱醫師前往開堂授課進行手術講解及示範；內視

鏡血管擷取術也使得亞東醫院成為亞太地區內視鏡擷取血管的訓練中心。 

 

醫療貢獻獎︰衛福部樂生療養院  復健科主任殷心蓓 

    早在衛生署基隆醫院小兒復健科服務的殷心蓓主任，於 95 年新莊樂生療

養院成立迴龍院區後，即致力服務漢生病患，96 年正式調任樂生療養院擔任復

健科主任，帶領科內 20 餘位同仁成立「漢生照護」復健團隊，提供醫學中心

級的門診、住院、檢查及復健的完整治療服務，隨即於 97、99 年兩度榮獲衛

生署北區區域聯盟服務品質改善優等獎。 

    由於漢生病患足部神經功能喪失，導致外傷不易癒合、畸形、垂足，甚至

需要截肢等，殷心蓓醫療團隊不僅提出計畫研究病患足部壓力分布，而且與輔

具中心合作開發特殊的鞋子、幫病患申請電動車等各式輔具，同時針對個別手

部殘缺的狀況製作手部輔具，提升院民自主活動的能力，又在 99、100 年連續

勇奪 SNQ 國家品質認證標章。 

    除了對漢生病患無微不至的照顧，殷心蓓主任仍不忘她在署立基隆醫院的

本業「小兒復健」於是也在迴龍院區成立兒童復健部門，擁有完善的物理、職

能及語言治療室，對新莊、迴龍、丹鳳，乃至桃園地區發展遲緩兒童及家長，

都是莫大福音。公餘閒暇也致力關心漸凍人病友及神經元病友等弱勢團體，於

101 年獲選模範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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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教育研究獎︰衛福部臺北醫院  檢驗醫學部主任王怡人 

    在衛福部臺北醫院任職檢驗醫學部主任的王怡人，是今年醫療教育研究獎

得主之一。王醫師同時也是醫院的小兒過敏免疫科醫師，由於曾在臺大醫院及

丹麥哥本哈根醫院長期研究，在兒童過敏方面有獨特的見解，發表國際刊物論

文無數，為臺灣贏得美國兒科醫學會傑出年輕研究者獎及最佳研究獎。 

    過敏性疾病反覆發作常令家長心疼。王醫師在主持醫院健保氣喘試辦計畫

期間，爭取經費為 3000 多名過敏小朋友做皮膚過敏原檢測，幫家長了解早期

預防；也積極投入產學合作研究，希望能透過輔助治療來降低抗過敏及類固醇

藥物的使用。並整合專家編撰臺灣兒童異位性皮膚炎診療及衛教指引，對小朋

友氣喘及異位性皮膚炎診治的衛教推廣及防治，貢獻卓著。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中，因為當時對三聚氰胺於兒童的健康效應仍不清楚，

王醫師與各領域的醫師、專家合作，日以繼夜研究篩檢工具、標記等，並調查

臺灣兒童臨床症狀及病程與評估每日最高容許攝取量，幫助醫師臨床研判診療

需求。此項研究成果也在 WHO 於渥太華舉辦的緊急專家會議中發表，更得到

Rebecca James Baker Memorial Prize 獎項，是國人難得的光榮。 

 

醫事服務貢獻獎︰發展遲緩兒的陽光 呂忠益  江村聯合診所  主任治療師 

    從事職能治療的呂忠益老師，可以說是孩子王，有他在的地方就有小朋友

的歡樂聲。在聯合診所服務的呂忠益，全力發展早期療育的職能治療，成為主

管後，全力整合 13 家基層醫療診所籌組成立臺灣陽光天使職能治療兒童發展

協會，結合民間社區資源舉辦活動、積極募款，關注發展遲緩兒童不遺餘力。 

    呂忠益以其專業開創多元化職能治療–兒童發展訓練課程，協助衛生局

「1633 兒童遊戲手冊」製作，並巡迴演講早期療育親子教育講座近 200 場，訓

練年輕的職能治療師、提升家長及幼兒園對早期療育的認知。 

    103 年起擔任新北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理事長的呂忠益，結合公會資源協助

衛生局與社會局完成長期照顧功能性評估與早期療育兒童發展相關計畫與政

策，在公會成立早療團隊巡迴各民間社團組織，提供專業諮詢與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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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貢獻獎︰李桂樑   永和耕莘醫院放射科 技術長 

    在耕莘醫院放射科服務達 16 年的李桂樑，是將學術研究與臨床工作相結

合的最佳例子。在就讀碩士時，擔任醫院與就讀學校主持產學研究計畫，陸續

發表有關肺癌放射治療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輻射劑量、光激光發光劑量於心導

管室之輻射劑量與工作人員安全評估等研究報告。 

    攻讀博士期間，在今年又發表我國醫院輻射安全與環境輻射檢測評估以及

核能電廠區域環境輻射與健康劑量評估，以及國內外學術期刊與研討會發表論

文達 15 篇。 

    李桂樑除了協助院方放射科業務及品管以外，還致力於社會公益，目前擔

任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以及臺灣建

康與醫療學會理事長，更特殊的是，連續在 2014、2015 申請成功 4 項有關健

康促進設備的中華民國專利，2015 年還得到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銀牌獎，

臨床學術相得益彰。 

 

醫事教育研究獎︰劉麗娟 亞東醫院營養科主任 

    擔任亞東醫院營養科主任 26 年的劉麗娟治軍甚嚴，不僅個人就擁有營養

相關領域 6 張證書，每週舉辦個案討論會或讀書報告，同時規定院內營養師同

仁每人每年院外在職教育至少要 35 學分，以汲取新知增加專業技能，以致科

內共 15 位營養師領有證照及資格高達 76 張。 

    發表論文似乎也是亞東營養科的家常便飯。民國 100 至 104 年共發表 23

篇壁報及口頭論文，8 篇國內外期刊論文。總計壁報論文發表率 93%、期刊論

文發表率 50%；101 及 104 年分別得到營養學會第 38 屆及 41 屆學術壁報論文

競賽，臨床營養組第 1 名及優等獎。 

    劉麗娟雖然要求嚴格，但科裡同仁似乎捨不得離開她。15 位同仁有 8 位、

超過一半以上跟了她 10 年以上；9 成研究所畢業，其中有 7 位是在亞東實習期

間就考取證照，修完碩士再回來任職。可見科內凝聚力及向心力之強。 

    專業能力如此堅強的團隊，自民國 86 年、近 19 年來，榮獲院外比賽 21

個獎項及 4 項認證，其中不乏有全國性的評比及國家級的評鑑。尤其在 98 年

榮獲醫策會第 10 屆醫療品質獎，更是莫大的光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