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 長 的 話
        首先，我要恭喜獲獎的醫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放射師、營養師、
檢驗師等醫事從業人員，恭喜各位。也要感謝所有被推薦參加選拔的同
仁。因為，你們堅守崗位、犧牲奉獻的精神是難分軒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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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今年 10 月，新北市有 8,800 餘名醫師，以及 4,500 多位醫事人

員，包括：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放射師及醫檢師與營養師等，但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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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舉辦第 1 屆「新北市醫療公益獎」選拔，就是要肯定表彰在新北市
各角落堅守崗位，默默守護近 400 萬市民健康的醫師及醫療機構。
     新北市 29 區已有 12 區達高齡化社會標準，故在衛生政策推動上，

仍持續不斷醫療資源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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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長者能健康的「老在一起」，減輕家庭負擔，降低社會成本，
未來仍須靠各位群策群力來面對挑戰。
      新北市持續強力推廣「動健康」也是有賴各位醫療人員的支持。利用

免費長者健康檢查增加「衰弱評估」項目，若發現異常，由國內首批通
過 EIM 認證的醫師開立「運動處方」到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療院所、國民
運動中心及運動專業團體等，執行專為個人打造的運動計畫，更舉辦「新
北愛動爭霸戰」，讓長輩保持良好的行動能力與生活功能，活出健康快
樂。

 除了預防保健，考量腦中風是造成失能的主要原因，新北更將「急性
缺血性腦中風區域化照護網絡」升級，要讓民眾將腦中風徵兆 FAST 深植
心中，且臨危不亂呼叫 119 送醫，才能在黃金 3 小時內接受靜脈溶栓或
動脈取栓治療，可大大降低產生中風後遺症機率，另外更接軌黃金自立
給付包來減少失能。因此，再次感謝在座的醫師、各位專業人員，有大
家無私的貢獻，才能成就新北宜居宜業宜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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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家庭、貢獻社會的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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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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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事服務貢獻獎

 醫事教育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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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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醫療財團法人中英醫院
 
天華牙醫診所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新福安中醫診所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方凱企    醫師

周少鈞　副院長

林水龍    院長 

林威宏    醫師

胡朝榮    副院長

陳俊明    院長

葉倩妤    主任 

甄瑞興    主任

劉珣瑛    醫師

蔡光超    主任

* 得獎者依姓氏筆劃排序醫療貢獻獎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林家瑋    副院長

柯毓麟    主任

賴鴻政    副院長

醫療教育研究獎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謝文祥    主任 范紀鎮     主任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養心心理治療所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江秀玲    技術長

吳晶惠    主任

李泰誠    組長

廖原賢    院長

蔡淑敏    組長 

錢信德    主任

蘇千玲    技術長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王興萬    主任 張恒嘉    副院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王敦仁     主任

醫療特殊奉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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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民國 85 年自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進入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松德院區成人精神科服務，於 91 年到亞東醫院服務迄今 15
年餘，於 93 年投入早療業務，服務疑似發展遲緩兒童進行評估，
也運用遺傳諮詢專業，提供第一線專業協助、釋疑並詳細說明與
提供家屬情緒支持，104 年協助院方成立成癮防治中心並擔任主
任一職，期能在一般精神疾患外，也為藥酒癮及須早療之兒童青
少年貢獻一己心力。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方 凱 企

94 年在亞東醫院創立早療跨領域專業醫療團隊，後發展為「兒童發展評估暨療育中心」，並深感
發展遲緩兒家長陪同兒童成長的身心壓力，故成立亞東醫院早療家族，辦理家長衛教講座等，適
時提供專業意見與情緒支持，且多次與八里區衛生所合作進行早期療育外展業務，深入社區及偏
鄉，提供弱勢家庭罕見疾病遺傳諮詢服務及疑似發展遲緩兒童篩檢診斷等醫療服務。
96 年起承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美沙冬替代療法計畫迄今逾 10 年，並於 99 年開辦丁基原咖啡因
替代療法，104 年成立成癮防治中心，協助有心戒癮之民眾，隔絕海洛因危害並改善生活型態，
促進其不再犯藥癮行為而能維持健康生活。
90 年起迄今，長期支援少年觀護所之精神科看診與勒戒再犯風險評估業務，藉由心理衛生演講及
雙向溝通，推廣維持身心健康新知，詳細講解毒品之身心危害，教導有效抗壓方式，協助觀護少
年將維護健康觀念內化。
長年負責 「精神科能提供特殊病例治療業務」 評鑑條文，協助推動自殺防治業務，多次協助醫院
通過醫學中心暨教學醫院評鑑，並榮獲內政部頒發「全國推動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工作
有功機構」獎牌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推動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績優機構獎」。

得獎事蹟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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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民國 68 年畢業於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於三軍總醫院接受外
科住院醫師訓練。74 年取得教育部講師資格，79 年從國外進修
回國後，投入天主教耕莘醫院工作，協助建立外科部與急診部，
並拓展各項醫療業務，創始四全照護理念及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
照護。同時亦致力於醫學教育、研究及行政工作，89 年協助創
辦輔大醫學系，並擔任教育工作至今已 16 年，102 年升任醫療
副院長迄今。

周 少 鈞

於擔任醫療部主任及醫療副院長任內，有效整合院內醫療資源，負責配合新北市政府各項衛生政
策之推動，並長期執行弱勢族群與偏鄉之醫療服務，例如：負責烏來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於烏來區福山里設置醫療站並派遣醫師巡診，照顧山地鄉居民，另也提供新店戒治所受刑人完整
的門 ( 急 ) 診及住院醫療服務等。
現接任安康院區院長，積極配合新北市政府努力推動社區健康，包括於院區內建構規劃「失智症
團體家屋」，並利用院內公益空間推動社區健康教育活動、銀髮族俱樂部、定期舉辦共餐共融活
動等，深獲里民讚賞。
80 年建立外科部各次專科制度、編撰完成天主教耕莘醫院第一冊「急診作業手冊」，並負責開創
推動內視鏡微創手術；於 84 年、85 年通過外科專科醫師及消化外科醫師訓練醫院評鑑，使天主
教耕莘醫院躍升為可訓練外科及次專科醫師之教學醫院。
86 年、94 年分別編撰完成「外科住院醫師教學訓練計劃」及「PGY- １外科訓練課程」，並努力
招訓外科住院醫師，訓練成就多位學有專精之外科次專科醫師，在新北市多家醫院服務。

   副院長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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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64 年台大醫學院畢業，在台大醫院接受外科訓練後，
選擇到省立桃園醫院服務，擔任外科主任及副院長職務，之後於
朴子醫院、台南醫院、嘉義醫院及台北醫院擔任院長之職。104
年轉任中英醫院醫療體系擔任總院長職位，兩年期間將自身所學
的醫院管理及自我專業乳房醫學帶入中英，並積極延聘醫師，以
提升醫療服務水準。

中英醫療財團法人中英醫院

林 水 龍

有鑑於乳癌病患越來越多，93 年引進全台首部乳房專用磁振攝影，大大增加乳癌之診斷及治療效
果，並於 94 年調任衛生署醫管會執行長時，更積極督導所有署立醫院投入乳癌防治，此外亦積
極投入國際醫療工作，並獲得 100 年蒙古南戈壁省榮譽徽章及 100 年生策會 SNQ 銅獎 ( 台灣第
一 )。
曾擔任兩屆公立醫院協會理事長，並積極協調公立醫院間之合作，以提升醫院品質。
103 年轉任衛福部醫管會副執行長、藥害救濟基金會董事長及衛福部手術及麻醉事故獎助審議會
召集人，期間至許多醫院分享藥害救濟基金會的功能，讓醫院了解當發生藥害時病患可得到幫助，
並且宣導手術麻醉事故補償方法，且 105 年生育事故救濟試辦計畫績效卓著，婦產科醫師滿意度
80%，減少產科醫糾70%。
積極推動乳癌篩檢，榮獲衛生福利部「癌症防治績優醫院」殊榮，除乳房攝影外，亦提供乳房磁
振照影、微創手術、前哨淋巴清除、乳房部分切除及根除性乳房切除等醫療服務，並與診所、衛
生所、亞東、馬偕及耕莘醫院等醫療院所合作，建立乳癌治療分級雙向轉診機制。

   院長

醫療貢獻獎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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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威 宏     醫師

天華牙醫診所

92 年起擔任矯正署駐診醫師、99 年起亦至貢寮區衛生所擔任駐診醫師，積極參與偏遠地區義診、

駐診服務，透過落實偏鄉服務，實質給予最適當之幫助。

101 年起於淡水愛育發展中心，服務智能障礙者、自閉症及多重障礙者，並於 102 年起至淡水北

新醫院成立醫療團，由 6 位醫師輪值前往門診，並擔任該醫療團的團長。

除參與偏鄉地區外，也積極配合新北市衛生政策推動，包含協助辦理 105 年度新北顧齒月活動、

中低收入戶辦理老人全口假牙活動、敬老口腔健檢活動及新北市巡迴偏鄉社區服務等。 

      民國 79 年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牙醫系，隨即至和平醫院牙
科服務。90 年起參與偏鄉地區學校與幼稚園，提供牙科醫療服
務與塗氟的口腔衛教工作，亦擔任妙音義診團理事長，每月第二
週星期六上午時段，認養北區創世基金會植物人提供牙科門診，
也同時認養私人教養院為弱勢老人提供牙科門診，並免費製作老
人全口假牙、局部假牙等，服務群眾不遺餘力。

醫療貢獻獎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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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79 年畢業於台北醫學大學後，即進入台北市立仁愛醫
院接受神經科專科訓練，89 年至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神經科
技中風中心進修，回國後建立自己的神經分子醫學研究實驗室及
繼續臨床服務。97 年雙和醫院開幕，接任雙和醫院神經科主任
暨教學部副主任，不僅提供全國最好的神經科臨床服務，也讓神
經科專科醫師訓練中心的教學訓練多元、完整而深入。105 年任
研究副院長迄今，今年更獲得科技部 6 項研究計畫補助，將逐步
成為國內臨床神經醫學研究的一個新重鎮。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胡 朝 榮    副院長

醫療貢獻獎

得獎事蹟

配合國家提升急重症醫療品質政策，成立中風中心，並通過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Clinical Care Program Certification (JCI-CCPC) 認證，並建立靜脈溶栓團隊，治療急性中風靜脈
溶栓個案數在全國名列前茅，此外亦積極發展動脈取栓治療，成為新北市少數可以施行動脈取栓治
療的醫院。
接任「台灣腦中風病友協會」理事長後，舉辦以實做為主的「中風病人照顧者訓練課程」，教導在
醫院服務的照護員、病人家屬如何善用輔具，為病人提供更好照護的同時保護病人及自己，並將相
關教材及教具無償提供給各醫院推廣使用。
積極參與新北市急性腦中風防治網 ( 動脈取栓後送醫院 )、腦中風居家急性後照顧 ( 黃金自立包 )、
新北市失智症共同照護網，並成立全國第一個失智症專屬病房，建立核心的醫療團隊加上相關科別
及輔導團隊，為失智症提供最完整的醫療照護，同時配合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垂直整合政策，在地區
醫院開設失智症特別門診，建立快速轉診管道；並與鄰近安養機構建立良好夥伴關係，成立失智症
服務據點；且倡議以醫院失智症中心為中心，結合垂直整合模式及各公私部門資源的「新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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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俊 明    院長

新福安中醫診所

積極參與新北市衛生政策推動，錄製新北動健康 - 健康操宣導影片、配合新北市第 3 胎 6 歲以下
幼兒門急診掛號費減免政策、持續推動合作辦理小神醫華陀營，紮根中醫藥幼苗教育，另為普及
中醫藥養生觀念，成立中醫志工大隊及與衛生局合作辦理中藥用藥安全宣導，對社會大眾持續辦
理免費健康管理中醫藥養生講座，並積極參與偏鄉醫療服務及配合人醫會、警政署等單位辦理義
診服務。
擔任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任內建置會員數位學習平台，免費提供會員查詢及下載各類資訊，
可供臨床職業診療、文章書寫投稿，乃至撰寫論文等之參考，亦辦理全國中醫藥成果展、簽訂
MOU 學術交流協議、積極推動八段錦易筋經養生功法，治病於未然，並首創會員即時服務項目，
提供會員最新資訊及促進會員間診療經驗交流分享，凝聚對公會的向心力。
成立全國首創健保核扣案件申復諮詢小組，協助會員針對健保抽審核扣案件之申復提供意見，並
推動中醫門診總額審查執行會台北區分會「抽樣抽審實施方案」大變革，積極維護與爭取中醫權
益。

      民國 75 年自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畢業，因家族長輩多從事
中藥產業，因而改變生涯規劃，亦投入中醫師特考之列。分別於
80、81 年通過中醫師檢定考試及特種考試，於接受實習訓練結
業後即投入中醫臨床醫療服務，並於 85 年底於新店地區設立新
福安中醫診所，服務新店鄉親。不僅熱心於新北市中醫師公會會
務的推動及公會文化的保留，也對中醫藥發展、中醫健保支付制
度、中醫藥養生推動不遺餘力，同時擔任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全聯會中醫門診總額審查執行會委員等，屢獲肯定，
實屬不易。

醫療貢獻獎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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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4 年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後，以公費醫師申請至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家醫科訓練，住院醫師訓練期間，對社區醫
學、居家照護及衛生教育等公衛及預防醫學任務方面，展現認真
負責的醫療態度，97 年申請至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本著家
醫科醫師照顧全家的精神，平時給予衛生教育、成人健康檢查及
癌症篩檢，有病痛時給予治療，是提供預防保健的第一線醫師。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葉 倩 妤    主任

堅守漢生病患醫療照顧崗位近 10 年，對病患照顧視病猶親、殫精竭慮，只要病患需要，即發揮
專業本能，不遺餘力的照顧，深獲漢生病人信任，且負責漢生病防治教育課程教學及每年協助辦
理漢生院民體檢。
帶領健康中心團隊，深入社區、學校、里辦公處，無論是流感疫苗的施打注射、成人健康檢查、
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的防治總是親力親為，不僅於 104 年度榮獲國民健康署頒發防癌尖兵醫
師組卓越獎，且於 105 年度流感疫苗注射更創下 1 萬 2,506 人次的紀錄。
在社區醫學部討論會議中，發現院內其他科別轉介成功率偏低，遂建議在院 2 樓設置「癌症篩檢
行動櫃檯」，服務復健科病患，打造優質便利的篩檢環境，使年老不便者也都能接受癌症篩檢。
帶領推動社區預防醫學，積極參與社區健康營造，努力在門診、衛教、社區中，向民眾推廣癌篩、
施打疫苗的重要性與可貴性。

醫療貢獻獎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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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73 年畢業於台北醫學院醫學系，78 年在台北榮總神經
醫學中心完成住院醫師訓練，84 年於美國哈佛麻州總醫院神經
部進修回國後，開始從事失智老人服務。106 年成功協助新北市
衛生局走訪全市其他 6 家大型醫院，達成共識，成功建構全國第
一個失智症共同照護網，並協助醫院開創新北市第一家失智共照
中心，全面推動新北市失智老人及家屬醫療社區照顧，為新北市
的失智老人照顧做出垂直整合新模式。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甄 瑞 興    主任

醫療貢獻獎

86 年在新店耕莘醫院開創第一個失智症跨領域專業團隊及記憶特別門診，培養有興趣於失智老人
照顧的同儕，並推動失智老人家屬及照顧者照護訓練的計畫，且成功地協助恩主公醫院、彰化基
督教醫院、高雄榮總及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等多家醫院建構記憶門診及失智服務團隊，造
福及服務全國失智老人及其家屬。
91 年開始編制失智症家屬照顧手冊，以便失智老人家屬及醫護人員懂得如何照顧失智老人。
99 年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服務期間，帶領失智症團隊榮獲國家生技醫療品質標章，102
年以過去 20 年服務及關懷失智老人事蹟榮獲台北市醫師公會杏林獎，103 年獲得臺灣神經學學
會頒發雜誌優秀論文獎。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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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77 年畢業於中國醫藥學院中醫學系，至馬偕紀念醫院
精神科服務至今，於台東馬偕紀念醫院服務時，主動規劃並親
自前往台東二大離島 - 蘭嶼、綠島的偏遠地區持續提供離島精
神醫療服務。90 年取得英國倫敦大學精神醫學研究院博士學位
返國後，致力發展實證療效的臨床服務，結合臨床與研究，發
展基層醫療的憂鬱症防治。本於關懷病患、團隊合作、追求卓
越之核心價值，藉由翻譯相關書籍、定期舉辦研討會等教育訓
練，期望嘉惠更多嚴重情緒障礙的自殺高風險個案。與精神醫
學會共同推動全省北中南東部等地基層醫療人員「認識憂鬱症」
的訓練計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劉 珣 瑛

94 年鑒於全國自殺率逐年攀升，率先於馬偕醫院成立全國第一個以醫院為中心的自殺防治中心，
建立高自殺危險者的個案管理，並積極偕同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等共同推動自
殺防治。
94 年在馬偕紀念醫院引進澳洲自殺研究與防治中心「生命促進門診」(LPC) 的模式，開設「平安
診」，為正在有自殺意念或企圖的人提供高品質的服務。生命促進門診在澳洲是辯證行為治療的
一環，因此「平安診」也為馬偕自殺防治中心日後推動辯證行為治療奠定良好的基礎。
98-101 年期間引進華盛頓大學的辯證行為治療 (DBT) 以有效防治高風險個案重複自殺，並多次
邀請辨證行為治療創始者等人親自來台，在馬偕醫院成功建立亞洲第一也是唯一完成認證的辯證
行為治療團隊，至今仍持續提供邊緣性人格疾患等嚴重情緒失調的重複自殺個案有效的心理治療。
積極強化院外連結，多年來曾擔任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理事、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常務理事、肯愛關懷協會理事、台灣身心關懷協會理事長等，推展台灣精神醫
療與全國自殺防治。

   醫師

醫療貢獻獎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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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4 年起至亞東紀念醫院服務迄今，現為急診醫學部主
任，12 年來協助亞東醫院通過 4 次緊急醫療能力重度級評定與
醫學中心評鑑。除努力提升院內品質之外，也致力社會公益、
長期擔任新北市、桃園市與宜蘭縣衛生局的緊急醫療業務諮詢委
員、新北市消防局醫療指導醫師，亦曾擔任中華救護技術員協會
理事長，此外也是現任的災難學會理事與急診醫學會監事，對推
廣急救教育、災難救護及提供到院前後之醫療品質貢獻良多。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蔡 光 超    主任

自 95 年開始，擔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一位也是當時唯一的一位醫療指導醫師暨顧問，跑遍新
北市 67 個消防分隊，從現場指導轉為協助制度規劃與方向帶領，並利用雲端科技建置行動急診
室，透過醫療指導，增加傷病患存活率。
99 年起擔任遠東集團裕民航運船隊的顧問醫師，透過衛星電話與電郵免費提供醫療諮詢，成功協
助多位緊急病患安然抵港治療，更曾親自上船替船員心理輔導，避免創傷症候群的發生，至今成
功案件已超過百人。
102 年擔任新北轉診網絡召集人，承接衛生福利部「提升急診品質與轉診網絡計畫」，邀集鄰近
醫院包含恩主公、部立台北、市聯醫、中興、新泰、樹林仁愛等多家醫院，以亞東為基地醫院，
成立新北第一個也是最大的一個轉診網絡，努力達成衛生福利部所要求的各項轉診品質，且登錄
率各方面均年年達標。
八八風災造成南部受災慘重時，奉命成立亞東救難隊，召集醫師、藥師、護理師、行政人員等，
帶著物資藥材南下，在災區進行救援，前後長達 2 個月，服務災區鄉親數千人次，後送多位重傷
者至醫院救治，並獲得來自衛生局與衛福部的感謝狀。

醫療貢獻獎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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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教育研究獎

      民國 81 年於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後，於萬芳醫院擔任
神經外科及電腦刀治療中心主任，並參與邱文達醫師之頭部外傷
研究及推動台灣機車騎士強制配戴安全帽立法成功，大幅降低頭
部外傷案例、嚴重度及死亡率。民國 97 年轉任雙和醫院服務，
102 年起升任雙和醫院副院長一職至今，同時身兼國際醫療中心
暨事業發展部主任，建置行動醫療車、推動偏遠地區醫療服務，
並執行「駐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台灣衛生中心計畫」。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林 家 瑋    副院長

得獎事蹟

94 年於萬芳醫院任職期間，引進當時世界最新之「電腦刀立體定位放射手術系統」，為台灣腦部
腫瘤病患帶來另一優質治療選擇，至今已治療逾 2,000 名病人。
多年致力於神經醫學科學研究，不僅於 97 年及 99 年間榮獲台北醫學大學年度學術研究獎，98-
101 年亦參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從基礎研究到臨床診斷及治療之輕度腦外傷轉譯醫學研究」
計畫，期望能以早期診斷治療減緩症狀。另同時透過技術研發申請 8 項專利產品，將學術轉化為
實質應用，嘉澤社會。
為落實轉診制度配合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於雙和醫院建置「綠色通道」，並與下游醫院及診所成
立「雙和聯盟」，輔導下游醫院提升感控及醫療品質，並配合施政方針，加入「出院友善醫院」
行列，協助民眾即時獲得所需資源服務情形，有效提高病人與家屬對醫療及長期照護的利用率與
滿意度，建構創新的長期照護服務模式，並帶領醫院於 104 年通過高齡友善醫院認證。
106 年推動雙和醫院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簽署「醫學生實習培訓合作協議」，正式啟動雙邊合作，
在馬久羅醫院建置醫學教育委員、訓練當地醫師取得教學師資資格、並親身設計打造適合馬紹爾
的實習培訓計畫，加上雙和醫院專業的醫學教育團隊，將台灣的優質醫療及教育水準向國際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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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71 年台大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先後服務於台大醫院
及林口長庚醫院擔任主任一職，94 年起至台北慈濟醫院服務，
擔任心臟內科及內科部主任等職務，現為心血管醫學中心及研究
部主任。臨床專業主要以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為主，除常見的氣球
擴張、支架植入外，亦專精血管內鑽石磨刀技術、血管內超音波
等特殊技術，多次應邀參加國內外 Live Demo、案例分析及相
關議題之演講與教學、交流及新知傳遞，因應日新月異的醫療技
術不斷精益求精。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柯 毓 麟

87-90 年期間於林口長庚醫院首度建立救心小組，24 小時不間斷為急性心肌梗塞病患進行緊急心
導管治療，94 年轉任於台北慈濟醫院亦建立救心小組，且積極追蹤 D2B 時間由 112 分鐘降低至
87 分鐘、文章並刊登於 SCI 雜誌上，近來更低於 80 分鐘，提升治療品質，造福廣大市民。
曾任台大醫學院及長庚大學醫學院之副教授，現為花蓮慈濟大學的內科學教授，除臨床專業醫療
服務暨教學外，更在臨床及基礎研究方面不遺餘力，連續 20 多年獲得國科會及科技部之獎助進
行研究，相關研究成果超過百篇以上之研究論文於國內外雜誌所刊登，其中列為第一或通訊作者
論文亦超過 60 篇以上。
102 年起任職為研究部主任，負責全院之研究推動，積極鼓勵院內同仁從事基礎及臨床醫療相關
研究，針對特定疾病、醫療品質、新醫療儀器設計等前瞻研究方向，成立不同研發團隊，群策群力，
提升研究品質，同時設立研究指導老師制度，於 102-104 年間之有論文主治醫師比例大幅上升且
論文之質量亦在該期間內穩定成長。

得獎事蹟

   主任

醫療教育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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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82 年國防醫學院畢業後，進入三軍總醫院婦產部任職，
102 年轉任雙和醫院擔任副院長。長期耕耘婦科癌症生物標記的
研究，以能達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為目標。104 年在雙和醫院建
立表基因轉譯醫學中心，為亞洲第一個以後天生活對先天基因的
影響，作為癌症篩檢開發新的治療技術的研究中心，持續癌症生
物標記之研究。除在研究上盡心盡力外，更積極配合新北市衛生
局四癌篩檢活動，深入偏遠社區，篩檢成果均能達成衛生局所訂
之目標，屢獲績優頒獎。

賴 鴻 政    副院長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成功發展出子宮頸癌的甲基化基因生物標記，能輔助子宮頸癌抹片檢查敏感度之不足，更能與
HPV 病毒的檢測相結合，能檢測出子宮內膜癌準確度高達 93%，為現今最具潛力的子宮內膜癌
檢測生物標記。
以癌症生物標記上游的專利開發為核心，結合產業界的能量與醫院的資源，將研究轉化為臨床能
運用的檢測服務或診斷試劑，並於 105 年榮獲國家新創獎。
擔任人體研究保護中心主任，督導 CHRP 運作順暢，保障人體研究參與者的權益和福祉，並提供
研究人員以人體為對象的研究，該注意的倫理與法規教育。
建立完整機器人手術 4 階段的教育訓練制度，舉辦國際會議及 Live Case Demo，提供國內外醫
師達文西手術觀摩教學，積極參與國內外學會並擔任幹部，引領達文西手術之發展。

得獎事蹟

醫療教育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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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76 年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畢業，迄今受聘於臺
北醫學大學及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從事社區醫學及耳鼻
喉科教學及研究工作，貢獻所學，培育後進不遺餘力。100 年接
任雙和醫院預防醫學暨社區醫學部主任，完成社區關懷站、推動
社區整合式篩檢、預防老人跌倒，打造無菸環境、無檳榔職場，
積極配合政府衛生及長照政策，營造祥和健康社會。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王 興 萬

得獎事蹟

   主任

100 年起承接「醫院癌症診療品質提升計畫」，每年於院內與社區共篩檢超過 11 萬名社區居民，
對於陽性個案均完成 100% 追蹤，協助超過 8 成以上民眾回院確診，有效防治癌症發生，並分別
於 100-105 年皆獲得新北市四癌防治成績卓著獎及縣市最佳合作夥伴。
100 年起連續多年承接國民健康署社區健康營造計畫，整合協調社區資源，輔導並建立夥伴合作
關係，結合鄰里資源與社區成立 7 個健康小站，辦理菸害檳榔防治、致胖環境改善、體重控制等
活動，提升社區民眾健康促進之信念及認知。另致力推廣社區醫學教育，讓社區醫師及實習護理
師可用 PBL 及個案討論方式增加長照技能，提倡長照倫理，以因應國家未來長照需求。
102 年加入復健醫療服務，每年提供醫療服務達 1,000 人次，並與石碇區衛生所合作開辦遠距醫
療服務，至目前為止已開案達 600 位個案，服務超過 500 人次，幫助偏遠地區防癌、治癌有很大
的貢獻。
多年來參與國際會議及論文發表 176 餘篇，對上呼吸道生理及藥理學有顯著貢獻，期間獲得台耳
醫誌最佳論文獎、杜詩綿論文獎、三軍總醫院及雙和醫院優秀 SCI 論文獎。

醫療特殊奉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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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74 年畢業於高雄醫學大學，76 年起於林口長庚醫院服
務，擔任心臟內科主治醫師，並至新加坡及美國進修介入性心臟
醫學，為國內第一批冠狀動脈支架介入治療訓練合格之醫生，且
為台灣心臟血管介入性醫學會之創始會員與學會理事。長期投入
心臟科重症醫療，擔任心臟移植團隊內科負責人，及長庚心臟內
科加護病房主任，同時為台灣重症醫學會理事。94 年受邀至台
北慈濟醫院擔任心血管室主任，規劃心導管室之創建與介入性心
臟血管醫學之推動，為台北慈院心導管室建立良好典範制度。
101 年擔任醫品中心主任，並於 102 年起擔任副院長，肩負院
內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作業之推動，成效卓著。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張 恒 嘉

為提升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協同主持醫療品質審議委員會及病人安全委員會，並領導醫療品質
中心負責監測、改善和持續教育，帶領全院共同推動醫品病安作為，鼓勵醫療服務創新，營造安
全文化。歷年來榮獲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等多項醫品病安推動獎項。
103-104 年擔任衛生福利部建置醫院品質資訊網絡計畫主持人，帶領台北慈濟醫院團隊共輔導 9
家醫院，完成品質資訊網絡平台供合作醫院使用，提升區域內醫療品質指標自動化作業，總計協
助 79 項醫品指標資訊化，藉由此自動化系統可以即時呈現真實數據，下鑽指標明細探查原因，
進而讓各醫院品管部門可以適時規劃改善專案。
配合 105 年衛生福利部發展醫院醫病共享決策 (SDM)，擔任院內決策執行小組召集人，帶領台北
慈院獲得「2016 年醫病共享決策績優機構獎」及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競賽「銅獎」及「入選」，
在國家政策的推廣以行動力驗證亮麗的成效。

   副院長

醫療特殊奉獻獎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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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83 年自中山醫學院畢業後，便服務於天主教永和耕莘
醫院復健科，迄今已有 23 年，除一般臨床物理治療工作外，也
參與社區預防照護及各項衛教講座，並執行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擔任計畫主持人，堅守工作崗位、認真負責。工作期間除積極進
修取得碩士學位外，同時也擔任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第二屆及
第三屆理事長 (101 年迄今 )，並在長照領域積極推展物理治療
專業，包含居家復健、社區定點、社區復健巡迴車、偏鄉物理治
療所、社區預防照護等，期許培育更多的物理治療師進入長照服
務，以滿足高齡化社會的照護需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江 秀 玲

擔任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長期間，積極協助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各項衛生政策之推展，並奠
立物理治療師專業形象，成立居家復健長照團隊，提供失能長者居家復健服務，自 101 年至 105
年已服務超過 1 萬人次，同時也承接偏鄉地區巡迴復健服務計畫及協助偏鄉衛生所成立物理治療
所，協調及鼓勵物理治療師們前往偏鄉服務、深入社區，使長者不必再長途跋涉至市區醫院復健，
滿足在地安老的需求。
106 年代表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加入 EIM New Taipei 委員會，正式加入 EIM(Exercise is 
Medicine) 全球運動及醫學倡議，協助新北市衛生局推動長者健檢及運動處方服務，辦理「衰弱
之運動介入」培訓課程，並由 EIM 認證之專業人員針對衰弱長者執行運動計畫介入，達成預防及
反轉衰弱，降低慢性病風險，減緩疾病失能之目標。
協助推動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黃金自立給付包計畫，針對「黃金自立給付包」居家復健個案，把握
出院後黃金復健期的三個月內，快速提供個案和家屬居家復健服務及衛教，並與居家護理、居家
營養跨專業合作，給予多元創新的整合服務。

得獎事蹟

   技術長

醫事服務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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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89 年考取專技高考營養師後，於和信醫院擔任營養師，
並於 93 年轉調至台北慈濟醫院服務。工作期間，皆用耐心愛心
與關心，針對糖尿病、心血管、腎臟病、體重問題、兒童營養、
癌症營養、妊娠婦女飲食調養等案例，精心設計專業的菜單，並
將相關營養知識傳遞給患者和其家屬。工作之餘，除積極進修取
得碩士學位，更運用自假參與義診及養護中心的營養諮詢。102
年獲得台北慈院研究成果績優獎醫事人員第三名之肯定。為服務
更多專業醫事人員，於 104 年擔任新北市營養師公會理事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吳 晶 惠

102 年迄今擔任院內健康促進醫院推動及營養委員會等會議委員，並以推廣大眾健康蔬食之相關
研究發表數篇論文，104 年當選台北慈院優良員工，及以節能減碳及蔬食推廣為主軸參加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主辦之「健康促進醫院」選拔，榮獲「創意特優獎」，並於 105 年獲選新北市年
度模範勞工殊榮。
102 年起兼任院內總務室主任，從原有的臨床專業拓展到庶務、保管、警勤與醫工之管理領域，
並於 104 年八仙塵暴事件中，負責調度院內醫材與指導營養需求，擔任一線醫療人員堅強支援後
盾，獲得院內主管肯定及獎勵。
積極參與本市營造健康城市之政策推動，踴躍投入社區與偏鄉之減鹽、控糖、低油與健康飲食觀
念等宣導活動，並承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居家營養委託專業服務計畫，提供長期照顧個案專業的
營養服務，改善社區中個案的營養問題、提高照顧者的照顧技巧，以降低個案因營養問題再入院
之機率，積極推廣長照、老年營養不遺餘力。

   主任

醫事服務貢獻獎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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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貢獻獎

      民國 86 年畢業後即進入新光醫院擔任檢驗科醫檢師，負責
血庫組相關業務，並推動血庫組自動化，由全手工作業進展為自
動化作業，提升檢驗結果準確性與一致性。94 年轉職亞東醫院
臨床病理科血庫組醫檢師，於 100 年協助亞東醫院取得衛生署
設置「人體器官保存庫」之許可，為全國第一家結合血庫與人體
器官保存庫之中央化保存庫，有效節省醫療資源與人力浪費；期
間更推動血庫 PBL 教學，獲選醫檢優良實習指導教師，同年更
當選新北市醫檢師公會理事，參與醫檢師公眾事務，並通過台灣
醫事檢驗學會考試，取得血庫專門領域醫檢師資格。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李 泰 誠    組長

於 100 年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舉辦之研討會中，分享亞東醫院「院所間緊急供血支援及輸血代檢」 
經驗，並配合主管機關順利推動緊急醫療網供血服務，解決小型院所取血不便以及輸血檢驗等問
題，更平行推廣至苗栗縣及台北市等縣市，目前供應超過 300 家策略聯盟醫療院所之用血及代檢
服務，每年供應超過 500 單位血袋予周邊院所使用。
100 年協助亞東醫院「人體器官保存庫」通過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並於同年受邀參加亞太醫學
檢驗研討會及國際輸血學會年會，分享「人體器官保存庫」之建置經驗，獲得廣大迴響。
104 年積極爭取購入血品照射儀，成為新北市第一家設有血品照射儀之醫院，縮短病患等待輸血
時間，降低輸血可能引起「移植物反宿主疾病」之機會，並積極宣導「避免親屬間輸血」觀念，
於遠東人月刊、雙北檢驗醫學雜誌及中國時報採訪宣導該正確之用血觀念。
為降低病患輸血風險與併發症，宣導使用減白血品之優點，使亞東醫院成為北區第一家全面使用
減白紅血球之醫療院所，病患輸血後發熱型不良反應發生率減少 55%，減少臨床困擾並造福用血
病患。
為提升病患用血安全，106 年協助台灣血液基金會及台灣輸血學會建置台灣輸血反應監測系統，
爭取亞東醫院成為新北市第一家通報醫院。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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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貢獻獎

      歷任新莊仁濟醫院心理衛生科主任、人際社區復健中心兼任
臨床心理師、輔仁大學臨床心理學系臨床教師，並於民國 102
年創辦養心心理治療所，深耕基層精神醫療與社區心理衛生，對
促進新北市民心理健康之推廣不遺餘力。101 年起，擔任新北市
臨床心理師公會第四屆及第五屆理事長，期間整合全市 166 名
臨床心理師，積極配合新北市政府各局處辦理相關專案服務，推
動臨床心理師對市民的貢獻跨出醫院，落實於生活中的每一處。
於發生重大社會事件需要心理介入時，均迅速與衛生局聯繫，配
合規劃執行任務，在貢獻所長之餘，亦避免資源浪費與混亂產
生。

養心心理治療所

廖 原 賢

自 101 年起承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心理師駐點諮詢輔導服務方案，以各衛生所為據點，每年提供
上千人次之心理諮詢服務，並親自定期至偏遠地區提供心理諮詢服務。
102 年捷運事件後，立即主動聯絡新北市衛生局，配合衛生局資源整合，迅速啟動危機處理行動，
建立 24 小時關懷專線，動員並整合臨床心理師辦理「捷運車治安事件 - 心理衛生與安心關懷諮
詢工作」。
102 年創辦養心心理治療所，進一步落實與深耕社區心理健康促進夢想。於經營心理治療所業務
之餘，亦於中永和、瑞芳、雙溪、平溪、汐止、萬里、金山等區主辦達 34 場之心理健康講座、
團體與讀書會。106 年起更每月固定辦理免費社區講座，廣受好評。
103 年獲選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之常務理事，並擔任社區發展委員會召集委員，
結合全國各縣市活躍於社區心理健康業務之臨床心理師們，彼此教學相長，促進新北市民心理健
康之推廣，並代表公會多次拜會中央部門，積極推動全國心理健康促進政策。
106 年受聘擔任新北市第 2 屆學生輔導諮詢會委員，從專業角度協助府方為新北市之兒童青少年
建構美好且有效的輔導教育環境。

   院長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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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貢獻獎

      民國 80 年中國文化大學食品營養系畢業後，遂進入亞東醫
院服務，並於 86 年躍升為營養科組長迄今。工作期間不斷汲取
最新臨床營養及供膳知識，以增加專業技能及取得多項外部專業
認證，並取得碩士學位。任職期間積極配合新北市衛生政策，參
與「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計畫」，每年規劃系列活動主題，
執行健康促進工作，推廣亞東新食尚文化，向新北市市民宣導正
確飲食概念及加強食安教育，以促進市民健康。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蔡 淑 敏

配合「高齡友善健康照護計畫」之推動，參與瑞齡學堂營養講座，辦理失智症飲食防治及失智症
長者的餐點實作教導，並響應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長者肌耐力篩檢活動，及早發現衰弱前期及衰弱
症長者，積極參與肌少症相關飲食防治宣導。
積極執行營養照護的改善方案，特別重視頭頸癌、消化系癌及肺癌等癌症個案的營養照護，及時
監測照護指標，並做成成效分析，適時調整營養照護策略。
積極投入臨床營養研究，發表論文並運用於臨床照護，例如 102 年以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重症患
者 (ARDS) 為研究對象，探討使用免疫調節配方對 ARDS 病患的影響，結果顯示可改善營養狀況
及發炎反應，且對體內抗氧化狀態具正面影響，而將此項研究成果應用於此類個案臨床照護，改
善營養照護品質。
盡心參與社區服務工作，認真推廣健康促進工作，推廣均衡營養，符合「三低一高、五少一多、
健康久久」的飲食觀念，使營養保健深耕社區，期望推動真正落實執行於日常生活中，以達到健
康促進的最終目的。
參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黃金自立給付包」服務，提供個案居家營養服務，使個案盡快恢復自我
照顧能力，減輕家庭及社會照顧的負擔，同時也參與「照顧服務員訓練計畫」，指導照顧服務員
相關營養與膳食課程，期使長照個案受到優質的營養照護。 

   組長

得獎事蹟



23

醫事服務貢獻獎

      民國 85 年考取放射師證照，即進入亞東醫院服務。其後因
工作表現優良，深受長官肯定，於 94 年起擔任影醫科急診區塊
組長，之後轉任核醫科協助正子中心設立。99 年調任放射部總
技術師，協助整合影醫、核醫、放腫三科資源。106 年升任放射
部技術主任，同時擔任醫事放射教學計畫主持人，負責放射部醫
事教學工作，成功地串聯三科資深同仁參與學業與技術之傳授，
並推動「一生一導師」理念，讓學生感受到本院教學熱忱，致力
讓亞東醫院成為實習放射師首選之實習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錢 信 德

擔任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常務理監事任內，致力影像品質提升及合理降低設檢者的輻射劑量，
每年配合公會主辦電腦斷層非年度品保課程及乳攝影像品質座談會，嘉惠新北市放射師會員。同
時，擔任新北市衛生局醫事機構訪視委員，輔導醫事機構提升放射品質及病人就醫安全。
102 年參與衛生福利部電腦斷層掃瞄儀輻射醫療曝露品質輔導計畫，執行成效卓越，進而促使亞
東醫院獲頒標竿醫院之認證。
103 年擔任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院及診所安全作業參考放射安全作業」之編修委員，
協助提升醫療院所放射安全作業水準。
推動各項品質提升計畫，於 105 年讓亞東醫院成為新北市首家乳房攝影品質認證示範醫院。
工作期間仍不忘進修取得碩士學位，並有多篇論文發表及獲得「簡易改良式 X 光防跌裝置」及「站
立式胸部 X 光檢查自動輻射防護系統」等 2 項專利研發創新，降低需站立照射 X 光受檢者之跌倒
風險，並以自動化輻射防護系統減少病人接受不必要的散射輻射，提升病人安全。

   主任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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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貢獻獎

      畢業後於長庚、三軍總醫院累積臨床經歷，之後轉任台北醫
學大學呼吸治療學系服務，期間多次獲得優良教師，於學校服務
期間擔任台北市萬芳醫院和雙和醫院呼吸治療副主任協助建置臨
床業務，並擔任醫策會教學計畫評鑑委員、學公會理事及呼吸治
療專業期刊主任編輯委員。雙和醫院建院初期協助醫院設立教學
研究部，擔任行政副主任，協助醫院通過教學醫院評鑑特優。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蘇 千 玲    技術長

落實推動居家整合型照護計畫，與下游居家護理所簽訂合約，建
立上下游醫院轉介之流程，並定期與居家個管師檢討開會。目前
與台北市居護所合作，共同提出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配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復原運動，設立新北市第一家肺復原運
動室，並提供台北慈濟醫院、恩主公醫院及耕莘醫院等呼吸治療
標竿學習並與新光醫院進行聯合訓練；同時推動臉部壓瘡防護措
施，參加全國醫療品質 QCC 比賽奪得金質獎。
擔任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第三、四屆理事，並設立新北市第一
家兒童門診呼吸治療室，提供兒童肺復原照護，對於罕見疾病肌
肉無力兒童，給予清痰氣道照護，降低孩童肺炎急性發作入院；
且推動新北市與桃園市舉辦跨縣市呼吸治療實證研討會，並推派
代表奪得全國呼吸治療實證醫學比賽第一名。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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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75 年進入馬偕紀念醫院醫學研究科擔任助理研究員，
98 年已躍升為馬偕紀念醫院醫學教育部教師培訓中心醫療品質
組組長；101 年起轉任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實驗診斷科副主任，
104 年即升任為雙和醫院教學部副主任及醫學檢驗科主任。致力
於醫學檢驗與品質管制、實驗室管理與認證規範、醫療品質與病
人安全規範、醫學資訊探勘研究、臨床微生物研究，積極發揮自
身所學、訓練和經驗帶回學校課程及臨床教學，藉此分享給更多
的學生和後進。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謝 文 祥

99 年 以「USE OF OUTER MEMBER PROTEIN A (OMPA) IN TREATMENT/PREVENTION/
DIAGNOSIS OF  INFECTIONS CAUSED BY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OTHER」 取得美
國專利。( 專利號碼 US7807139-OmpA)
102 年 以「DETECTION AND THERAPY OF BACTERIAL INFECTION CAUSED BY 
ENTEROBACTERIACEAE」 取得美國專利。( 專利號碼 US 8,361,441 B2)
近年來除國際性 SCI 學術期刊的發表及指導研究生從事研究外，更參與推展臺灣醫學實驗室品質
提升活動，擔任全國認證基金會實驗室認證體系之評審員及訓練講師，亦積極參與臺灣醫學檢驗
專業技術與臨床教學精進活動等；且自 101 年迄今擔任社團法人台灣醫檢學會第十、十一屆理事
長，期間亦積極推動醫學檢驗公學會公共事務服務。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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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教育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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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71 年進入馬偕醫院服務，至今已逾 35 年餘。84 年升
任病理科技術主任，專精於病理組織切片檢查等相關知能與技
術，為當時國內少見的病理技術人員。由於工作表現優異，罕見
的以醫技人員身分被調任為生理檢查科主任。104 年轉調院長室
專員，105 年升任院長室主任，以醫事的專業精神與態度，發揮
調和鼎鼐的能力。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范 紀 鎮

93 年起盡心從事醫事教育，於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及仁德專科學校檢驗科擔任
兼任講師迄今，並於 102 年起升任為部定助理教授。
致力於病理組織切片、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等技術，包括完成各種惡性腫瘤病理切片供檢驗分析，
為讓專長發揮更大效益，便投入研究領域，尤其是癌症研究，陸續發表 25 篇國際期刊論文，其
中更包含兩篇高影響係數的期刊論文。
協助五股地區設置醫療專車，讓當地病患順利就醫，嘉惠地區民眾；並規劃馬偕醫院偏鄉醫療團
深入新竹縣尖石鄉境內，採分組分線方式，讓每個部落都能分配到醫療照顧。每年度均規劃護理
急救種子訓練課程，提供原住民急救技能，確保住民生命安全。
101 至 105 年，連續五年榮獲新北市醫檢師公會優秀論文獎 (SCI 級 )，106 年度以台灣檢驗發展
協會理事長身分，帶領台灣檢驗界菁英 16 人，出席福建省檢驗醫學學術會議，進行學術交流研討，
個人於會議中發表 3 篇論文。

得獎事蹟

   主任

醫事教育研究獎



27

      民國 98 年獲得院內長官的肯定，擢升淡水馬偕紀念醫院醫
事檢驗科技術主任迄今。100 年當選新北市醫事檢驗師公會理事
長，於理事長任內，積極配合衛生局政務之推動，並邀集多位醫
檢界菁英，共同撰寫多本用以提升基層醫學實驗室檢驗品質之檢
驗標準作業程序書、注意事項、紀錄表單等品質文件範本，在提
升基層醫學實驗室檢驗品質上貢獻良多，至今仍被廣為使用；
101 年榮獲該院年度之優良主管殊榮。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王 敦 仁

積極帶領醫事檢驗科參與馬偕紀念醫院罕見疾病醫學研究團隊，並開發成臨床檢驗項目。尤其在
第 1 型黏多醣症新生兒篩檢計畫，透過追蹤、選擇適當療法等，成功在疾病未發前確診出新生兒
患者，避免此症造成不可逆之傷害，此篩檢計畫共累積 4 萬多試驗案例，全球第一，這項研究成
果也獲國際學術界肯定，並刊登於罕病權威期刊「Orphanet Journal of Rare Disease」。
引領醫事檢驗科參與馬偕紀念醫院罕見疾病之檢驗醫學研究，至 104 年止，個人參與發表有關罕
見疾病之檢驗醫學研究之論文共近 20 篇，並以罕見疾病之檢驗醫學發展成果，以「掌握契機、追
求卓越的檢驗科」，獲得 SNQ 國家品質標章認證之殊榮。
於新北市醫事檢驗師公會理事長任內，積極推動台北市、新北市醫事檢驗師公會聯合運作模式，
以共同生活圈的概念，建立共享機制，以擴大服務雙北市之醫事檢驗師會員，增進所有會員之福
利。並於 103 年簽立兩公會之合作備忘錄，正式啟動「雙北市醫事檢驗師公會聯合作業模式」。
帶領院內醫事檢驗科與醫學研究部生化遺傳組、小兒遺傳科共同研發與技術轉移的合作模式之建
立，共同發展出許多檢驗項目，目前已有 3 種罕見疾病之篩檢獲得 TAF 認證，受檢項目已增至 12
項，迄今仍持續參與醫學研究罕見疾病分析方法。

得獎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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