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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恭喜獲獎的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放

射師、營養師、檢驗師等醫事從業人員及醫療機構得主，恭喜各位。也要

感謝所有被推薦參加選拔的醫界伙伴。因為，你們堅守崗位、犧牲奉獻的

精神是難分軒輊的。很多得獎者都是評審專家委員們一再反覆討論才得以

產生，可見取捨之難。

    我們都知道新北市幅員遼闊，城鄉醫療資源差距大，為了鼓勵在基

層、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及對醫療或社會積極奉獻的醫師與醫療機構，衛

生局於民國101年舉辦第1屆「新北市醫療公益獎」選拔，是國內第1個由

公部門所辦理的獎項，就是要肯定表彰在新北市各角落堅守崗位，默默守

護400萬市民健康的醫師及醫療院所。

    今年有所不同的是，醫療公益獎首度納入醫事團體，因為沒有物理

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放射師、營養師、檢驗師等其他醫事從業

人員的協助，醫師也會有孤掌難鳴的遺憾。所以我們同時評選表揚，以肯

定大家在崗位上默默的貢獻。護理師及藥師則因為從業人員眾多，所以單

獨辦理選拔。

    新北市有都市、有偏鄉，這2年來在衛生政策推動上，以「移動診

間、新北醫動」及「醫療資源垂直整合」提升偏鄉醫療能量，落實在地醫

療；首創在衛生所附設「物理治療所」避免民眾舟車勞頓、延誤黃金復健

期，落實在地復健；長照社區化以達到在地老化。以在地人關懷在地民眾

健康的精神，朝著醫療資源均衡、提升醫療品質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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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面對各種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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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幾天就是醫師節，我也藉這個

機會祝賀所有的醫師：醫師節快樂！並要呼籲各位，在照顧病人之

餘，也千萬別忘了注意自己的健康。謝謝大家！

新北市長

市長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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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貢獻獎】

《李嘉富       醫     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邱冠明       副院長》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林恒毅       副院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林俊昌       主     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林曾翠霞  院     長》 天祥中醫診所
《洪大川       主     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殷心蓓       主     任》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徐錦池       院     長》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陳炳榮       院     長》 炳榮診所
《張耀仁       副院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醫療教育研究獎】

《王怡人       主     任》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王良順       主     任》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林慶忠       副主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醫療特殊奉獻獎】

《何博基       院     長》 東和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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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富       醫     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邱冠明       副院長》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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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昌       主     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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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仁       副院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醫療教育研究獎】

《王怡人       主     任》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王良順       主     任》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林慶忠       副主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醫療特殊奉獻獎】

《何博基       院     長》 東和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醫事服務貢獻獎】

《田蕙茹       組     長》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朱益民       副院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呂忠益       主     任》          江村聯合診所 
《李桂樑       技術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許重梅       組     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陳燕慧       組     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湯惠斐       主     任》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醫事教育研究獎】

《沈里國       放射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劉麗娟       主     任》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醫事特殊奉獻獎】

《陳莉榛       副教授》          東南科技大學

     【醫療公益獎】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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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李嘉富 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民國 78 年畢業於國防醫學院， 85 年於國軍
精神專科醫院服務時，接觸參與慈濟人醫會義診服
務後，20 年來長年參與社區志工服務未曾間斷，
88 年參與臺北縣政府衛生局辦理 921 震災戶心理
諮詢站，啟動對社區醫療服務理念與奉獻的開端，
92 年至 95 年發展精神科就業輔導員方案，透過多
元化工作場所合作，提供學員就業輔導機會。102
年積極配合新北市衛生政策，開辦慢性病長者憂鬱關懷計畫，連續三年已完成
萬人以上 65 歲年長者憂鬱評估，讓需要協助的人，得到應有的醫療照護身心
安樂。

民國 91 年獲頒全國反毒有功人士。
民國 95 年文化局評選為第 4 屆「大城市小人物」代表。
民國 96 年獲內政部全國好人好事八德獎。
104 年八仙塵爆時，於院內主動與心理諮商師、臨床心理師結合推動創傷者
心理諮商復健協助。
推動醫療人員職場健康促進，提供全院 BSRS 評估工具，以壓力檢測及自律
神經評估諮詢方式來評估高壓力族群，更與本市企業職場及工研院合作，
發展新科技對職場員工提供壓力客觀評估檢測並帶動健康產業發展。
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合辦精神康復之友的內心世界「出神入畫」活動，並
於新北 435 藝文特區開展，協助精神病患去汙名，找到自己復原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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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邱冠明 副院長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民國 83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89 年
在臺大醫院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後，便追隨朱樹勳教
授至亞東醫院服務，創立本市第一個心臟照護團
隊，至今已執行超過 6,000 台開心手術。93 年起
積極發展「微創心臟手術 ｣，顯著地減少病人術後
傷口疼痛及感染的發生率，嘉惠許多心臟病手術患
者，100 年始擔任亞東醫院醫療副院長，帶領醫療
團隊，全面發展心臟微創手術，對本市醫療保健服務貢獻甚鉅。

民國 93 該院心臟外科團隊榮獲「2004 年國家生技醫療品質銅牌獎 ｣，民國
94 年再獲「2005 年國家生技醫療品質標章 ｣。
民國 101 年舉辦臺灣首次「微創手術示範國際研討會 ｣，會中現場示範微
創心臟瓣膜手術，讓臺灣的心臟外科醫師與全世界頂尖的專家交流、增加
微創手術視野，造福更多國內外心臟病患者。
積極參與新北市衛生政策，推動癌症篩檢，101 年至 104 年該院連年獲得
本市績效卓越獎項，102 年督導「提升急診暨轉診品質計畫 ｣，促使本市市
民有效利用急診醫療資源。
民國 102 年帶領團隊榮獲遠東精神獎 - 企業形象 ( 優等 )。
民國 103 年獲頒「第十二屆有庠科技－有庠傑出教授獎 ｣。
103 年該院心臟血管加護病房受邀「臺灣臨床成效指標 TCPI 年會 ｣ 發
表 醫 療 照 護 品 質 成 果， 改 善 成 果 全 文 論 文 並 於 民 國 105 年 獲 得 BMJ 
Postgraduate Medical Journal 接受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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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林恒毅 副院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民國 72 年自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即投
入臨床服務，於三軍總醫院擔任內科住院醫師及接
受胸腔內科訓練，79 年於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進
修，80 年再度至三軍總醫院胸腔內科擔任主治醫
師，並取得教育部部定講師資格。84 年進入天主教
耕莘醫院擔任胸腔內科主任，同時亦擔任輔仁大學
醫學系講師，現為耕莘醫院醫療副院長，致力於社
區衛教醫療，人才培育，更積極配合參與本市衛生政策推動。

民國 89 年協助輔仁大學建立全國第一所醫學系使用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的教學方式，且已為全
國各醫學院接納使用成為主要的教學工具。
民國 97 年協助輔仁大學醫學院成立本市唯一的呼吸治
療學系。
民國 99 至 102 年擔任新北市政府醫師懲戒委員，民國
103 年起擔任新北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及醫療爭
議調處委員，協助各項衛生政策推動工作。
民國 103 至 105 年期間對本市之公安災難（安康社區氣爆案、八仙塵爆及
新店安養中心火災等），積極調派人力，搶救傷患。
協助醫院通過 99 年醫院評鑑優等、102 年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及 103 年醫院
評鑑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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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林俊昌 主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民國 83 年畢業於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並於
馬偕醫院接受一般外科訓練之後，於 90 年進入臺
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進修基礎醫學研究，93 年至
日本國立癌症中心進修肝膽胰手術，95 年進入臺
北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進修學習研究方
法，97 年到美國 UCLA 學習肝臟移植手術及術後照
顧，98 年回馬偕醫院即積極籌備肝臟移植團隊並取
得衛生署核定為屍體肝臟摘取、移植手術醫師之資格，99 年開始執行肝臟移植
之醫療服務，透過團隊合作、追求卓越之核心價值提供患者優質之服務。

民國 99 年開始執行肝臟移植之醫療服務，為末期肝臟患者提供治療之機
會，並達到 5 年存活率 81.3％之佳績。
民國 100 年成立「新肝寶貝」病友團體，關懷並鼓勵肝移植後的病友養成
健康生活習慣，並讓病友間形成互相支持的夥伴關係。並於 103 年與肝移
植病友一起登上玉山主峰，以此激勵更多肝移植病友下決心維護自己的健
康。
率先在北臺灣作 ALPPS 兩階段切肝法，並將成果於民國 105 年在外科醫學
會年會發表。
921 大地震時，主動響應馬偕醫院之徵召至埔里基督教醫院支援，也多次
到新竹尖石鄉、中國大陸雲南省偏鄉、泰北、南非等地提供義診及諮詢，
另外在許多場社區醫療講座中提升民眾對於疾病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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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曾翠霞 院  長
天祥中醫診所

自民國 103 年服務於天祥中醫診所擔任醫療部
院長，積極推動傳統醫學，並多次擔任中醫藥正確
用藥觀念講座講師，努力將正確的中醫藥資訊傳達
給廣大媒體與民眾，提供特殊教育學童及老師正確
醫療觀念及培育種子教師。擔任新北市中醫師公會
理監事，繁忙之餘，參與新北市中醫會訊、中醫顯
效案例之供稿、編纂工作。規劃各地區義診活動，
帶領公會深入偏鄉，足跡遍布新北各地，深入病家，親訪探視，廣受地方好評，
使公會志工團體成為許多公會、學會爭相仿效的對象。

民國 100 至 105 年參與本市衛生局舉辦之「暑期小神農之旅」，宣導中醫
藥正確知識。
民國 100 至 105 年參與本市衛生局舉辦之「長者活力秀 ｣ 義診活動。
民國 102 年參與本市警察局與慈濟人醫會舉辦之各項義診活動，造福本市
市民。
民國 102 至 103 年參與本市衛生局舉辦健康小學堂發表活動，宣導中醫藥
觀念並提供義診服務。
為嘎啦賀、高義、坪林等偏遠及原住民地區每月義診發起人。
規劃本市中醫志工服務隊，積極參與各項義診及公益活動。

醫療貢獻獎



9

洪大川 主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民國 76 年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為馬
偕醫院心臟內科醫師，於馬偕服務逾 27 年餘，原
任職加護病房主任，96 年擔任醫務部暨社區醫學中
心主任，積極走入社區推展健康促進服務，推動淡
水「WHO 健康城市」，以多元模式推動社區健康
營造，落實「醫療社區化」，成為社區醫療的守護
者。

民國 97 年協助推動淡水區成為本市第一個通過 WHO「西太平洋健康城市
聯盟」之健康城市認證。
102 年以「社區健康營造網絡組織平臺」通過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
策進會『SNQ 國家品質標章』認證，同年參與第 21 屆在瑞典哥德堡舉行
之國際健康促進醫院年會二篇論文，分別獲選口頭及海報發表，有關「The 
Community’s Health Gatekeeper」( 健康服務站 ) 論文於海報票選榮獲世
界第一名。
民國 103 年協助醫院通過「高齡友善照護機構」之認證，並發表多篇論文
至今多達 97 篇，包含口頭發表、迷你口頭發表、海報發表等，同年亦榮獲
健康促進「優良獎」之肯定，另健康促進醫院創意計畫 ~ 遠離代謝症候群
「優等獎」。
民國 104 年第 23 屆在挪威奧斯陸舉行之國際健康促進醫院年會進行「A 
Review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loud-Based System Established for 
the services by Health Stations」口頭論文發表，於海報發表，其中「Let’s 
be healthy an exploratio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fessional consulting 
service of the health day program」論文於海報票選榮獲世界第二名。

醫療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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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心蓓 主任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民國 85 年畢業於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即於
臺北榮總完成復健科總醫師訓練後，即下鄉至竹東
榮民醫院擔任復健科主任，服務客家鄉親達六年。
96 年正式轉調至樂生療養院擔任復健科主任迄今，
除貢獻於樂生療養院之漢生院民外，亦服務迴龍地
區廣大鄉親。其在醫療崗位上默默耕耘，視病猶親
的服務態度，深受病患之肯定與讚賞。公餘閒暇亦
熱心公益，長期關心弱勢團體漸凍人病友，參與運動神經元病友協會，並多次
當選協會理事及常務理事。

民國 97 年榮獲「衛生署北區區域聯盟 97 年服務品質競賽主題改善類優等
獎」。
民國 99 年及 100 年以結合漢生照護與社區醫療之優質復健團隊主題獲得「醫
療院所類醫院特色專科組 SNQ 國家品質標章」。
民國 99 年榮獲「衛生署北區區域聯盟服務品質競賽主題改善類優等獎」及
「醫策會醫療品質競賽潛力獎」。
民國 100 及 101 年獲陽明大學學生教學評鑑優良教師。
民國 101 年榮獲模範公務人員奬。
民國 103 年獲衛生福利部第一屆優良醫師獎。

醫療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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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錦池 院長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民國 79 年自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先後
任職於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臺中醫院及桃園醫
院，服務期間擔任豐原醫院胸腔內科主任及桃園醫
院副院長，並於 103 年 9 月擔任衛生福利部臺北醫
院院長迄今，更利用工作之餘時間於國立成功大學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研讀，精進專業能力。為推動
「中低收入戶暨弱勢健康管理計畫」，更親自督軍
領導跨專業團隊並結合在地社會福利資源成立「蘋果志工」，提供弱勢族群整
合式健康照護，廣受地方好評。

民國 103 至 105 年榮獲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區域醫院組優等獎。
104 年辦理「醫療種子發揚國際 -2015 年衛生福利部國際醫衛成果暨院際
合作網絡簽約記者會」，除了與衛生福利部所屬 26 間醫院合作網絡外，更
秉持醫療無國界理念，辦理國際醫療外交，提供國際級的專業培訓課程。
更視菲律賓、蒙古及印尼等國家醫療衛生需求，提供醫療儀器捐贈及完整
的醫療教學經驗。
民國 105 年榮獲「第一屆國際醫療典範獎」團體獎。
協助國際賑災，104 年尼泊爾大地震，立即啟動緊急醫療救援機制，領導
醫護團隊前進災區，提供災民醫療物資及後續的醫療關懷。
落實市民健康檢查，積極辦理推動社區整合式健康篩檢及支援瑞芳礦工醫
院偏遠地區巡迴醫療服務，提供遊客完善之緊急醫療服務。
民國 104 年 6 月八仙塵爆事件，設置燒燙傷加護病房，病患集中照護、降
低感染風險，提供病人及家屬全人、全程、全家之身心靈照護服務，深獲
家屬信賴與肯定。

醫療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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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榮 院長
炳榮診所

民國 62 年自中山醫學專科醫科畢業，先後任
職於中興醫院、臺大醫院、仁濟醫院及公保門診中
心並於 85 年於本市開設炳榮診所提供醫療服務迄
今。曾任經濟部衛生及醫療器材國家標準起草委員
會委員。自 104 年起擔任本市醫師公會理監事會召
集人，105 年起擔任醫師公會全聯會監事會召集人，
積極參與本市衛生政策推動，廣受地方好評。

在地服務近 40 年，扶弱濟貧以義診方式，擔任
社區民眾健康守護者。

積極參與本市衛生政策推動，並提供本市五類市
民掛號費及部分負擔減免。

民國 98 年起協助支援本市「偏鄉地區巡迴醫療
服務」及居家訪視診療。

參與本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之認證，嘉惠本市市
民得到良好照護。

醫療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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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仁 副院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民國 68 年自臺大醫學系畢業，接受臺大醫院
外科住院醫師訓練後，即至花蓮慈濟醫院外科服
務，擔任外科部主任，為花蓮慈濟醫院開路先鋒，
打下良好基礎，民國 94 年台北慈濟醫院啟業，由
花蓮轉調臺北，再次負起開創台北慈濟醫院之重責
大任。專長為乳癌、消化外科癌症治療，同時領導
移植團隊，參與幹細胞治療，積極投入肝臟基礎研
究，尤其專注肝臟再生領域，參與跨院合作計畫，且多次參與國內外義診，發
揮人飢己飢、人溺已溺之仁道精神。

民國 91 年與慈濟大學發展全臺首創「人體模擬手術教學」課程，建立花蓮
慈濟醫院外科訓練良好典範制度。
民國 101 年領導醫院於參加法務部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人士
及團體，獲 101 年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醫院。
民國 103 年積極推動「癌症醫療品質提升計畫」，榮獲「疑癌追緝王」第
一名，民國 104 年度獲頒「癌症防治績優醫療院所銅牌獎」、「疑癌追緝
王」、「生命搶救王」、「縣市最佳合作夥伴」及「卓越人員貢獻獎」等。
積極宣導及推動 Share Decision Making (SDM)，民國 104 年醫院的器官捐
贈意願簽卡人數為全國醫療機構的第三名。

醫療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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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教育研究獎

王怡人 主任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民國 87 年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97 年取得臺
灣大學公共衛生博士，91 年進入衛生福利部臺北醫
院服務擔任小兒過敏免疫科醫師迄今，曾支援小兒
科醫師缺乏之金門、澎湖及在 921 大地震時前進受
創嚴重之臺中大里仁愛醫院，也推動異位性皮膚炎
等過敏疾病諮詢及衛教工作，編撰臺灣兒童異位性
皮膚炎診療及衛教指引，堅守兒科醫師崗哨，致力
教學研究，並將研究成果運用於提升醫療品質，以期造福更多病童。

民國 104 年首創 QCC 合併跨領域團隊合作討論
會及高階模擬人醫學訓練，獲 104 年醫院品管
圈競賽第一名，105 年獲衛福部所屬機構醫療品
質改善發表競賽特色獎及全國團結圈北區選拔
賽區會長獎。
發表以環境過敏病為主之 SCI 論文 60 餘篇、學
術會議論文 70 餘篇及參加 30 幾場國內外演講，
並榮獲美國兒科醫學會傑出年輕研究者獎及最
佳研究獎。
參與國家衛生研究院與部立臺北醫院塑化劑申
訴者追蹤計畫及塑化劑過敏疾病計畫，獲得衛
生福利部全人研討會學術獎第一名。
進 行 過 敏 疾 病 異 生 菌 菌 株 之 研 發 已 獲 專 利，
並 和 中 研 院 合 作 進 行 異 位 性 皮 炎 genowide 
association study，對基因與環境因子異生菌之
間的關聯性作深入研究，並多次受邀分享異生
菌臨床試驗經驗。
研究三聚氰胺篩檢工具、尿液生物標記及長期健康效應和風險評估，研究
成果發表在「三聚氰胺與三聚氰胺毒理學面向緊急專家會議」，並於世界
環境流行病學會榮獲 Rebecca James Baker Memorial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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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教育研究獎

王良順 主任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民國 67 年畢業於高雄醫學院，畢業後至臺北
榮民總醫院擔任胸腔外科主治醫師、胸腔外科加護
中心主任，76 年至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肺臟保存
及移植，80 年完成亞洲首例肺臟移植，99 年進入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服務擔任胸腔外科專任醫師及
癌症中心主任迄今，大部分時間除投注在病人照顧
上，仍不遺餘力埋首於學術研究與創新，以研究出
更好的方法，真正解決病人的病痛。

發現 Nm23-H1 於頭頸部鱗狀上皮細胞癌腫瘤轉移抑制與增強化學治療藥
物 cisplatin 敏感性之關聯，並建立 Nm23-H1 作為早期頭頸癌之預測生物
因子一系列研究成果，獲學界肯定。
執行研究計畫 35 件及發表國際 SCI 論文 160 篇，並擔任臺灣外科醫學會
雜誌、亞洲外科醫學雜誌、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Cancer 
Research 等國內外學術編輯或論文審查員。
民國 104 年帶領醫院通過國際最高標準之臨床試驗評鑑 (AAHRPP)，大幅提
升臨床試驗品質與能力。
建立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研究計畫審核各項作業準則與受試者保護機制，
要求充分告知與取得同意，以病人權益為最優先，注重受試者保護，嚴格
把關臨床試驗。
擔任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學會及外科醫學會理事，積極拓展國際醫療與研
究交流合作。
擔任陽明大學、臺灣大學、成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輔仁大學等多所大
學臨床醫學研究所之合聘教授，傳授最新的轉譯醫學知識，帶領年輕醫師、
研究生及醫學研究博士從事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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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教育研究獎

林慶忠 副主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民國 84 年畢業於中國醫藥學院，隨即進入馬
偕紀念醫院內科服務，擔任住院醫師期間，多次支
援台東馬偕醫院及前署立新竹醫院，並於 921 大地
震期間組成醫療支援隊投入東勢救災活動，發揚馬
偕服務與關懷弱勢的精神。93 年於臺北醫學大學臨
床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98 年為發展肝臟移植業
務，遠赴美國學習肝臟移植技術及進階膽管內視鏡
術，除了行醫治病深受病人肯定，也因研究成果獲得部定助理教授資格。

擔任馬偕紀念醫院醫學教育部 OSCE 組長、主
任等職，積極參與馬偕醫院臨床技能教育推廣
與教學研究工作，成果頗受好評。
於寒暑假期間舉辦國小、國中及高中醫護體驗
營 課 程， 提 供 淡 水 地 區 民 眾 學 習 基 本 救 命 術
(CPR) 訓練課程，更與急診科合辦創傷訓練課程
ETTC，培訓新北市急救員，擴展新北市緊急救
護能量。
投入客觀結構式臨床技能測驗 (OSCE) 的草創與
研擬，自馬偕醫學院醫學系成立以來，積極建立
OSCE 測驗人才培訓、國家考場的開創與醫教執
行的制度化，培育馬偕實習醫師通過國家 OSCE
考試。
致 力 於 B、C 型 肝 炎 與 肝 癌 治 療、 膽 道 內 視
鏡 (ERCP, DPOCS) 的診斷、治療及輔具等主題
研究，已發表 40 多篇研究論文於 Lancet、Gut、Gastrointest Endosc.、
Endoscopy 等醫學期刊。
將學術與醫療臨床應用巧妙結合，以「細徑內視鏡用的輔助系統及其用途」
取得 (105) 智專二 ( 四 )04412 字第 10520696120 號發明專利，並於民國
104 年榮獲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金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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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特殊奉獻獎

何博基 院長
東和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民國 62 年於本市設立
東和婦產科家庭醫學科診所提供醫療服務，曾擔任
臺北縣醫師公會及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臺灣家
庭醫學會及婦產科醫學會理事，推動婦女幼兒、
地方偏遠巡迴講座，並參加扶輪社專職醫療社會服
務，關懷清寒家庭及貧童認養扶助，亦積極參與兩
岸各項家庭醫學醫師研討會，致力於醫療服務及社
會關懷不遺餘力。

擔任臺北縣醫師公會理事長期間，推廣醫師會
員設置樂捐箱，以「樂捐」發票資助弱勢族群。
推動並陪同臺灣家庭醫學會赴大陸參加國際會
議及醫療群之設立，並補助外蒙古醫師免費來
臺訓練。
創立新北市醫事團體聯誼會，由中、西、牙醫、
護理，甚至發展至 17 個醫事團體共同參加輪流
辦理，互相交流合作。
於理事長任內承諾負責偏遠鄉鎮地區醫療保健
業務及支援各區衛生所醫療業務至今 10 餘年，並協助臺北縣立醫院榮昇區
域教學醫院。
民國 95 年臺北縣首創成立健康便利店，推廣提供免費癌症檢查，且開業至
今，對於地方公務積極參與，協助推動四大癌症篩檢及預防保健注射數十
年至今。
民國 100 年診所通過母嬰親善認證，並榮獲全國第 1 名，由國健署邱署長
親自頒獎表揚。
帶領公會於各社團、衛生局或地方鄉鎮大型活動提供義診服務，亦至小
學進行預防保健服務及疫苗義務注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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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蕙茹 組長 / 醫學物理師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放射技術學系畢業，隨即進
入馬偕醫院放射腫瘤科任職醫事放射師 3 年多，92
年轉任至亞東醫院服務，97 年進修陽明大學生物醫
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攻讀碩士學位，並於 99 年考
取醫學物理師證書及取得教育部講師證書，擔任放
射師公會理事期間協助舉辦學術研討會與配合本局
之安全衛生政策之推廣不遺餘力，更發表了 16 篇
國際期刊論文、3 篇國內期刊論文、1 篇國際學術年會口頭與壁報論文，獲得
國際肯定。

民國 95 年於亞東醫院 25 週年院慶獲選為「95
年度績優員工」、民國 97 年於中華民國醫事放
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獲選為「97 年度傑出醫
事放射師」、民國 103 年獲土城扶輪社職業服
務表揚為「優良醫護人員」。
民國 98 年參與亞洲第一例利用導航螺旋刀作
「 全 骨 髓 放 射 治 療 」， 臨 床 治 療 結 果 刊 登 於
Technology  in Cancer Research & Treatment
國際期刊，促使醫院成為「導航螺旋刀亞洲示範
中心」。
民國 101 年協助醫師完成世界首創之「全皮膚
螺旋斷層放射治療」，其臨床治療結果發表在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國際期刊。
民國 103 年參與科內品質改善專案 -「乳癌放射
治療品質提昇 - 創新模具製作降低嚴重皮膚癌發生率」，並代表醫院參加醫
策會第 15 屆醫療品質獎獲「潛力獎」與「創新獎」。
民國 104 年帶領科內螺旋刀放射治療團隊以「螺旋刀放射治療照護團隊 - 品
質創新追求卓越」獲「SNQ 國家品質標章」認證。

醫事服務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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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益民 副院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民國 68 年進入馬偕醫院服務，81 年至耕莘醫
院擔任檢驗科主管，歷經檢驗科整建、搬遷、規劃
新實驗室，99 年獲聘為醫務部副主任，是耕莘醫院
第一位由醫事部門所產出此職位之人選，並於 102
年授命擔任安康院區主任，統籌開幕營運。105 年
擔任行政副院長，持續專注溝通協調、提升醫療服
務效率品質，並肩負著提升醫院 ( 醫療界 ) 對於醫
檢師在醫院管理領域同樣能扮演積極角色之認同感的使命。

擔任醫事檢驗主任期間，為解決距離及交通影
響輸血時效的問題，擬訂備、合血委託代檢作
業辦法，服務周邊之小型醫院、診所、洗腎中
心，以提升區域內小型醫療院所之輸血安全。
對於新北市衛生政策積極協助推行，並有各項
傑出表現，如大專愛滋匿名篩檢、大腸癌篩檢、
乳癌篩檢皆得到績優。
擔任醫務部副主任期間，因應受刑人納入健保
照護體系，整合醫院醫療資源，提供新店戒治所的受刑人完整的門、急、
住診服務，並整合各專業組成早療團隊，到貢寮、雙溪、烏來、深坑及坪
林等區進行外展評估，到烏來、平溪及坪林區做定點療育，提供偏鄉弱勢
家庭發展遲緩或發展障礙兒童早期篩檢與療育服務。
協助本府衛生局推廣大專愛滋匿名篩檢、公費登革熱 NS1 快速檢驗篩檢、
鉛水管用戶血鉛受檢採血、TB 接觸者檢查 IGRA 採血、結核病代檢、勞工
巡迴健檢及四癌篩檢等公共衛生業務。 

醫事服務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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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忠益 主任
江村聯合診所

民國 86 年畢業於成功大學職能治療系，91 年
起深耕基層服務迄今，整合 13 家基層醫療診所，
組織陽光天使職能治療兒童發展關懷聯盟，並結合
在地社區民間資源，開創多元化職能治療兒童發展
訓練課程，全心發展早期療育職能治療。此外，在
臨床服務之餘，更積極於臺北市、新北市多所國小
辦理巡迴演講，推廣早期療育觀念不遺餘力。

民國 102 年協助新北市兒童教保協會辦理早期療育 - 親子教育巡迴講座 60
場，促使職能治療早期療育的精神深入幼兒園。
民國 102 年連結公會與醫院及診所資源，規劃辦理新北市早期療育計畫，
協助制定品質指標、辦理個案研討會、標竿學習研討會及教育訓練等課程，
提升職能治療早期療育資源的整合與重要性。
民國 103 年成立「台灣陽光天使職能治療兒童發展協會」，積極於社區推
廣早期療育、兒童發展的觀念與活動，並擔任第一屆理事長。
協助本府衛生局製作及宣導「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評估健康計畫教
學光碟」、「新北動健康 - 長者活力健康操」及「1633 兒童遊戲手冊」等。
民國 104 年協助本市衛生局辦理「以家庭為中心的早療親職講座與專業人
員教育訓練計畫」，整合新北市各醫院及診所資源，提升家長參與率及早
療專業的重要性。
於診所開創多元職能治療 - 兒童發展訓練課程，設計許多視、知覺教案並無
私分享予雙北多所國小教師與資源班使用。

醫事服務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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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樑 技術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民國 89 年執業於永和耕莘醫院放射科，擔任
放射師、組長、技術長，在工作之餘，仍攻讀元培
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系研究所及大葉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博士班，並擔任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
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
事、臺灣健康與醫療學會常務理事，協助政策制定、
執行並促進會員福利，並擔任雙北衛生局醫事機構
訪視委員，協助輔導醫事機構提升放射品質。

擔任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之「醫院及診所安全作業參考放射安全作
業」之總編修委員，協助提升醫療院所放射安全作業水準。
擔任永和耕莘醫院與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放射醫學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主
持人，於民國 101 年發表「肺癌放射治療空腔劑量之研究」、民國 104 年
發表「電腦斷層攝影之頭頸部器官輻射劑量及致癌風險評估」、民國 105
年發表「光激光發光計量計於心導管室之輻射劑量與工作人員安全評估」
等研究成果。
民國 103 年獲癌症篩檢健康巡迴車設備專利、頭頸部健康促進設備專利、
移動型人體健康檢查裝置專利，另於民國 104 年獲眼瞼部保健養生美容面
具設備專利。
民國 104 年以「光激發光輻射劑量計計讀設備系統」榮獲臺北國際發明暨
技術交易展銀牌獎。
民國 105 年 8 月協助永和耕莘醫院心導管室成立與輻射安全評估，造福永
和地區心臟疾患。

醫事服務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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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貢獻獎

許重梅 組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民國 65 年畢業於耕莘護校，隨即於耕莘醫院
從事護理臨床工作，75 年協助院方規劃呼吸治療業
務，成立呼吸治療室並擔任呼吸治療室組長。92 年
於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護理系完成在職進修，
持續服務於呼吸治療領域迄今。為使專業傳承，於
臺北醫學大學及輔仁大學呼吸治療學系擔任臨床講
師，從事臨床呼吸治療教育不遺餘力。

民國 93 年擔任臺北縣 ( 新北市 ) 呼吸治療師公會第一屆理事，民國 97 至
102 年擔任理事長，接續擔任 3 年常務理事，現任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常
務監事，於理事長任內舉辦多項專業課程研討會及配合宣導衛生政令。
民國 94 年參與籌備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聯會，民國 95 至 98 年擔任
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聯會理事。
民國 95 年及 99 年開始擔任臺北醫學大學及輔仁大學呼吸治療學系臨床講
師迄今，教導基礎及重症之臨床實習。
民國 101 至 104 年獲頒耕莘醫院優良臨床教師獎。
民國 103 年獲頒優良呼吸治療師獎，並於 104 年獲典範呼吸治療師獎。
為提升單位內學術及研究的能力及風氣，積極鼓勵同仁在職進修研究所，
並設計執行相關研究計畫及共同協助指導多篇論文、海報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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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慧 組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民國 86 年於成功大學畢業後，即進入臨床工
作，再進入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攻讀碩士學
位，並於畢業後應邀至為恭醫院成立心肺復健治療
室，與其他醫療專業同仁共同完成苗栗地區第一例
開心手術，並負責手術後的物理治療，亦取得戒菸
衛教講師與氣喘衛教講師資格，為臺灣少數擁有兩
種證照的物理治療師。

民國 101 年協助金山區國際安全社區推動委員會籌備與設立，負責整理金
山區意外傷害資料收集與統計，協助推行各項傷害防制與安全促進方案。
積極推動金山區各鄰里菸、酒、檳榔防制、營養、運動、活躍老化、兒童
保健、安全促進等議題，並結合臺大醫院金山分院金健康北海岸俱樂部之
健康小站，舉辦多項健康促進活動。
協助本市巡迴復健車設立，給與專業儀器配置與擺設建議，並負責萬里衛
生所長照定點物理治療，服務萬里地區民眾，獲得鄉親高度肯定。
與本市金山區公所合作，共同審視公共溫泉浴室防滑與通風設備，確保民
眾泡湯安全。
民國 105 年主導成立「金骨力聯合衛教中心」，結合各類醫事人員共同為
骨質密度檢查異常民眾進行衛教，並偕同院內物理治療師到府進行居家安
全訪視，並提出居家改善建議及給予適當的居家防跌運動指導。

醫事服務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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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惠斐 主任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畢業後即進入亞東紀念醫院檢驗科擔任醫檢
師，96 年取得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技術暨生物科技系
碩士學位，隔年獲聘臺北醫學大學、元培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專科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負責實習學生教
學與實驗室管理。後陸續受邀擔任「病人安全核心
課程、TPR 事件分析管理訓練研討會、醫事人員師
資培育訓練課程、醫療品質獎標竿學習課程」等講
師，積極投入醫學檢驗學術研究，多次榮獲國際期刊登錄採用學術論文，並於
102 年升任為亞東紀念醫院臨床病理科技術主任迄今。

民國 99 年承辦醫檢師全聯會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合辦之「亞太國際醫學檢
驗學術會議」，邀請國外醫檢師專家參加活動，提升本市國際形象。
民國 100 年參與「廢棄物減量專案」榮獲醫策會第 11 屆醫療品質競賽，主
題改善類一般組潛力獎，同年協助亞東紀念醫院順利取得衛生署設置「人
體組織保存庫」之許可。
全國首創民眾血糖機正確性比對服務流程與做法，平行推廣至同儕醫院、
檢驗院所建立 ” 民眾血糖機正確性比對服務 ”，確保糖尿病照護品質。
民國 101 年「提高血糖機比對件數」品管圈活動，榮獲醫策會舉辦之全國
性競賽「第十三屆醫療品質獎 (HQIC)」銀獎、創新獎。
民國 102 年榮獲醫策會舉辦全國實驗室生物安全品管圈佳作。

醫事服務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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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教育研究獎

沈里國 放射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民國 74 年考取放射師證照，隨後進入臺北醫
學院附設醫院放射線科服務，並於中國文化大學生
物科技研究所進修碩士。於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放射線科服務期間完成研發放射資訊管理系統，簡
化流程，並建立影像儲存傳輸系統及完成 ISO 認證，
98 年轉調至雙和醫院影像醫學部服務迄今。

曾任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常務理事、常務監
事、品保主任委員，協助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籌備訂定「乳房攝影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標
準」。
曾任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及新
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理事，協助衛生福利部推
動「基層醫事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輔導計
畫」，並擔任訪查委員。
民國 92 年取得部定講師資格後，於多所大學任
教，並指導院內實習學生之臨床教學工作，長
期協助學術及繼續教育相關事宜，致力於教學
與工作經驗的傳承，協助業界提升專業技能與
新知。
專注於提升放射線影像品質與電腦斷層掃瞄的研究，長期努力提升放射師
的學術地位，於國際優良學術期刊發表 10 篇餘論文 ( 其中 4 篇為第一作
者 )、其他學術期刊及國內外研討會共發表 30 餘篇論文。
榮獲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頒發「感謝狀」、「有
功人員獎」、「學術優良獎」表揚及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傑出醫事放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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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教育研究獎

劉麗娟 主任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民國 70 年輔仁大學食品營養系畢業後，先後
進入台北及淡水馬偕紀念醫院服務，79 年轉任至亞
東紀念醫院服務迄今，曾擔任臺北縣營養師公會理
事長、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中華民國營養學會、
臺灣省營養師公會理事，現擔任亞東紀念醫院營
養科主任，參與各類學術研討會壁報及口頭論文發
表，並帶領營養師團隊積極參與醫療照護工作，提
升臨床照護品質。

營造學習型組織，培養同仁核心專長，鼓勵同
仁積極參與院內外在職教育，取得外部專業相
關證照認證，並激勵同仁申請進階，最高職級
T4 由 101 年 1 人 增 至 105 年 8 人，T4 職 級 臨
床教師佔營養科所有教師之 80％，提升臨床教
學品質。
培 訓 營 養 系 實 習 生， 指 導 臨 床 實 習 業 務， 證
照 國 考 平 均 合 格 率 53.7 ％， 遠 高 於 全 國 標 準
15.8％，並協助糖尿病衛教學會及糖尿病共照
網培訓糖尿病衛教師。
激勵同仁研究，民國 100 年至 104 年科內共發
表 23 篇壁報及口頭論文，其中壁報論文發表率
92.8％，期刊論文發表率 50％，並以「多重創
傷病患使用免疫調節配方之營養照護」獲得第
38 屆營養學會年會學術壁報論文競賽臨床營養
組第一名及「營養師衛教對高血磷透析病人之
飲食行為及血磷數值的影響」獲得第 41 屆營養學會年會學術壁報論文競賽
臨床營養組優等。
領導營養科研發高蛋白、高纖維、控制熱量之活力纖盈餐，以提供需補充
蛋白質增強體力、滋補強身之銀髮族、運動族群及膳食纖維攝取不足者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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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特殊奉獻獎

陳莉榛 副教授
東南科技大學

畢業於政治大學心理系後便進入學校服務迄今
已 30 年，並擔任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及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多
年來秉持著好奇、專注、彈性的心態從事心理諮商，
並希望能持續在這份助人工作崗位上進一份心力。

擔任衛生署民國 100 年民間團體參與自殺防治計畫主持人，帶領 27 位心理
師參與執行，服務新北市 12 個社區，超過 1000 人次民眾接受培訓。
參與本市衛生局 101 年宗教團體自殺防治守門員課程計畫，共辦理 10 場自
殺防治課程，培訓 545 人次。
民國 103 至 104 年針對本市重大災害事件 ( 北捷殺人、八仙塵爆事件等 )
之傷友與家屬提供災後心理壓力諮商服務。 
民國 105 年協助本市衛生局心理師駐點諮詢輔導服務計畫，提供有心理困
擾之民眾諮詢服務，亦提供夜間及偏遠心理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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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公益獎

民國 70 年 4 月 1 日於板橋創設亞東紀念醫院，
初期規模為 150 張病床，至 95 年已順利通過衛生
署評定成為臺北縣第一家醫學中心，於 105 年第 4
次通過醫學中心評鑑。發展至今現設有心臟醫學中
心、內科、外科、婦產部、小兒部及其他醫療專科
合計 64 科 2 中心，總病床數 1,174 床，每日門診服
務量超過 5,000 人次、每日急診服務量近 400 人次，
已是全國第四大量，佔床率亦維持在 85% 以上，可說是以最完備的醫療團隊
及最先進的醫療設備，為大台北地區的居民，提供最優質的醫療照護。

民國 99 年通過「冠狀動脈照護品質品質
認證 ｣、「SNQ 國家品質標章 ｣，成為心
臟血管照護認證之標竿醫院。
耳蝸中心 2.5 微創切口手術，獲第 12 屆
國家「臨床新創獎」及 104 年「SNQ 國
家品質標章」。
醫療品質獲多項國際與疾病別認證，包
括 9 項 SNQ、HQIC 持續品質改善獎與
一銀三銅獎等，民國 104 獲頒「品質指
標績優獎 ｣ 為臺北區唯一獲獎醫學中心。
民國 104 年榮獲國健署「癌友導航計畫
成果發表暨專業研討會－專題海報發表－癌友導航追蹤」優選。
致力創新研發提升醫療品質，帶動醫療學術發展，執行 723 件計畫，發表
535 篇 SCI 期刊論文。
積極參與國際醫療援助及國際衛生交流活動，民國 101 年於馬紹爾馬久
羅醫院 (Majuro Hospital) 進行 96 天醫療援助，民國 102 年起參與國
合會「貝里斯公衛醫療計畫 ｣ 並隨同出訪，經評估提出「貝里斯慢性
腎衰竭基礎防治體系建構計畫 ｣，每年至貝國長期支援醫療服務，為
我國在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推案首例。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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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7 年在新店地區創立「耕莘醫院」，依
據天主教會基督博愛濟世精神之宗旨，「愛主愛人、
尊重生命」的理念，藉著醫療傳愛的方式，促進民
眾健康，秉持「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的四全
照顧精神提供服務，建立四全健康照護典範，提供
醫學中心之醫療服務，期許成為天主教會醫院的楷
模。

民國 80 年起率先以醫院為基礎，發展機
構式、社區式、居家式照護及喘息等長
期照護服務，實現健康老化、正向老化、
積極老化和成功老化的目標，並於 102
年榮獲本市「長期照護十年服務感謝獎
章」之肯定。
民國 103 年承辦本府社會局成立「新店
碧潭公共托老中心」，為本市第一家公
共托老中心，提供輕、中、重度失能或失智老人日間照顧服務。
民國 103 年榮獲國健署「健康照護競賽活動傑出獎」、「健康促進醫院創
意計畫生態永續類優等獎」、「健康照護指標戒菸特優獎」、「全國醫院
減重績優獎」等
民國 104 年獲「臺灣醫療照護品質績優醫院競賽活動銅獎」、「健康促進
醫院進階認證金獎」、「健康促進醫院優良獎」、「生態永續類特優獎」等。
民國 104 年 8 月因蘇迪勒颱風導致烏來區道路中斷，當時由馬漢光院長親
自指揮，立即啟動整合新店耕莘醫院、永和耕莘醫院及安康院區等醫護人
力深入災區，提供專業醫療支援服務及後續關懷，道路修復期間在烏來
災區共提供 60 個診次，另於災難安置中心提供門診，共計服務 224 人次。
民國 104 年至 105 年本市重大災害事件，院內迅速啟動大量傷患緊急應
變機制，發揮耕莘人的愛主愛人胸懷，提供病患及家屬之專業醫療服
務及後續關懷。

醫療公益獎

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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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公益獎

財團法人北海岸金山醫院之籌建始於民國 82
年，為提供北海岸地區居民、遊客急症及重症醫療
照護的需求，民國 99 年，金山醫院改制為臺大醫
院金山分院，是社區型的地區醫院，結合總院的資源，透過垂直整合模式，進
行相關之教學及醫學研究，提供整合性健康照護及社區醫療、老人醫學、遠
距醫療和居家安寧照護，以 4S1C: Simplicity, Speed, Sophisticated, Service, 
Community 為經營核心理念，營造健康社區，提供高品質醫療服務，落實「照
亮臺灣頭，守護北海岸」的使命。

致力於社區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協助推動「金
山區國際安全社區計畫」，負責金山區傷害監測
資料收集、老人居家安全促進、兒童居家安全促
進、社區防跌志工培訓、心理健康促進、學童校
園安全促進等，105 年度將協助金山區國際安全
社區推動委員會進行國際認證，將其推向國際
化，並獲得國際認證的肯定。
民國 102 年榮獲「102 年度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
務網絡認證」銅獎。
民國 102 年獲得國民健康署頒發「101 年度大腸癌疑癌追緝王第一組第二
名」及「102 年度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路認證」銅獎。
民國 103 年通過高齡友善醫院認證，致力發展各項老年健康政策。自行研
發設計之居家型輕便專用洗澡機，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4 年「高
齡友善創新獎」，並取得中華民國專利證書。
民國 104 年以「全院志工，深入社區的創新社區健康照護模式新典範」，
通過 SNQ 國家品質標章醫療院所類醫院社區服務組認證。
積極參與相關國內外相關安寧醫學會議及研究，民國 103 年投稿 24 篇
論文摘要於亞太安寧療護大會，民國 103 至 105 年間於國際知名醫學
期刊發表社區醫療照護及社區安寧文章計 10 篇。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