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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沙政平 院  長
大漢中醫診所

中國醫藥大學畢業，自民國 93 年於本市開設
大漢中醫診所提供醫療服務，更利用工作之餘於中
國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系碩士班研讀，精進中醫診
療專業能力。曾任中醫內科醫學會常務理事及抗老
醫學會常務理事達 15 年之久。自 101 年起擔任本
市中醫師公會監事，103 年遴選為該會常務理事，
積極推動該會舉辦中醫健康講座、小神醫華陀營等
活動，協助公會成立義診醫療團隊，不辭辛勞至各地服務，使義診服務成為新
北市中醫師公會一項傑出成就，廣受地方好評。

於汐止區深耕經營中醫診療服務，秉持在地經營的理
念，與轄內區公所、衛生所及地方代表共同舉辦義診
活動、養生講座等，造福本市市民。
積極參與本市衛生政策推動，推動傳統醫學向下紮根，
與本市衛生局配合宣導正確用藥安全觀念，擔任「暑
期小神醫華陀營」執行長，活動已歷經 11 年之久，深
獲家長好評。
參與慈濟人醫會於芳蘭山莊提供中醫義診服務，關懷
獨居老人，並參與健保署「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改善方案」，進駐平溪區提供中醫巡迴醫療服務，其精湛之針灸醫
術及親民健談的性格，深受當地民眾之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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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周禮智 主  任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民國 83 年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於 85
年投入臺北市立忠孝醫院服務，完成專科醫師訓練
之後，91 年以初生之犢的熱情與勇氣，請調衛生署
竹東醫院 ( 現為臺大醫院竹東分院 ) 為偏遠地區居
民提供醫療服務，更利用公餘時間於元智大學管理
研究所研讀，精進醫務管理能力。100 年擔任衛生
福利部樂生療養院骨科主任迄今，以精湛的骨科醫
術、專注、愛心，陪伴漢生病患度過漫長的病程。此外，更積極參與新北市衛
生政策推動，協助規劃社區醫療巡迴服務，提出成立「社區醫學中心」，維護
大迴龍地區民眾的健康。

91 年自願請調至竹東醫院服務，為偏遠地區民
眾提供醫療服務，協調竹東醫院順利加入新竹
縣緊急醫療網，造福該區附近民眾不再因醫療
資源不足而延誤就醫。負責該院教學醫院評鑑
工作之醫療組評鑑，協助該院首次提升為地區
醫院。爾後，積極推動該院醫院改制，於 100
年改制為臺大醫院竹東分院，二度提升該區醫
療服務品質。
92 年 SARS 疫情高漲，臨危授命於一日內將全
院 300 名病患安置其他醫療機構治療，積極協
助接收和平醫院 44 名隔離病患及家屬，促使疫
情獲得控制，醫療行政才能備受肯定。
100 年積極推動樂生療養院緊急醫療救護服務
之發展，帶領樂生在本市緊急醫療救護網絡發
揮積極性醫療救助功能，為本市市民提供優質
及時之醫療照護。
101 年協助規劃樂生療養院成立社區醫學部，
籌設家醫科、各類體檢、成人健檢、職業傷病
特別門診，成立社區醫學中心，落實社區醫療
服務，維護市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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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胡彼得 主  任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民國 75 年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系，87 年至永
和耕莘醫院服務擔任急症加護科主任，積極拓展急
診及重症業務，肩負中永和地區緊急醫療重任。97
年擔任「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急診實務訓練計畫
負責人，積極提升急診臨床醫學品質，同年並擔任
臺灣老人急重症醫學會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98 年
至 103 年擔任該院教學研究部主任，提升教學氛圍
及研究水平，103 年接任醫務部主任迄今，積極配合衛生局與院方推動急診及
重症醫學業務及衛生政策，亦致力於提攜與教導後進，推動各類教育訓練課程
並分享，從事醫學臨床教育不遺餘力。

97 年參與跨國性臨床研究計畫案，以「抗流感藥物試
驗」為研究主題，為臺灣地區共同主持人。
協助醫院推動「遠距醫療照護」計畫，並於 98 年參加
「APEC 亞太經濟合作 - 電子健康科技論壇」，發表「機
構式遠距照護模式」之專題。
101 年帶領耕莘醫療團隊通過中度急救責任醫院評定，
使該院成為唯一獲得此項殊榮之地區教學醫院。
積極推動加護病房返家臨終計畫，落實臨終者及其家屬善終、善別及善念
的安寧緩和醫療精神。
101 年擔任該院「英語服務標章認證訪評」院內推動小組成員，協助完成多
份醫療說明書、同意書及衛教單張改版成英文，不僅使訪評順利通過，更
能嘉惠服務外籍病人，並獲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12-2013 英語
服務標章金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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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徐榮源 副院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民國 83 年於國防醫學院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
班畢業後，先後任職於三軍總醫院及台北慈濟醫
院，服務期間擔任三軍總醫院胃腸科主任、消化內
視鏡主任、國防醫學院醫學系教授、台北慈濟醫院
副院長及社區醫學部主任，投身弱勢、關懷偏鄉，
曾獲選商業週刊百大良醫之肯定。94 年至台北慈濟
醫院，帶領全院醫護同仁投身偏鄉醫療，以健康促
進為理念，愛灑社區，或帶領醫療團隊前進災區撫慰受災民眾，臨床服務之餘，
亦投身醫學教學及研究，培育未來專業醫療人才。

94 年起，帶領醫院醫護團隊，辦理整合式篩檢，
獲國民健康署頒發 104 年度「癌症防治績優醫
療院所銅牌獎」、乳癌及口腔癌區域醫院「疑
癌追緝王」、四癌「生命搶救王」、「縣市最
佳合作夥伴」及「卓越人員貢獻獎」等六項獎
項。
帶領醫療團隊與慈濟人醫會合作，定期至偏遠
地區辦理義診、健檢，提供醫療諮詢等醫療服
務，並指導醫院社區醫學部承接健保署石碇地
區之醫院支援西醫基層醫療資源不足改善計
畫，並於 104 年開始投入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
源不足改善計畫，親自參與瑞芳、三芝、貢寮、
石門、雙溪、平溪等地區義診及往診服務，甚
至遠道外島金門地區，另帶領醫院與瑞芳礦工
醫院合作，共同為偏鄉民眾服務。
協助國際賑災，包括 97 年四川大地震、102 年菲律賓海燕風災及 104 年尼
泊爾大地震等，皆領導醫護團隊前進災區，除了提供災民醫療服務外，更
培訓當地醫療種子，深耕當地醫療，期望帶給災民後續的醫療關懷。
104 年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定期至烏來區及桃園市復興區關懷山地弱
勢及部落居民，並積極推動社區營造及老人健康促進，獲「健康城市 - 功
績卓著獎」及通過高齡友善機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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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章殷超 院  長
樂文診所

民國 81 年臺大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入伍，在
部隊期間感受到偏鄉地區醫療資源缺乏的嚴重問
題，並因實際參與醫療人力資源配置實務，萌生服
務偏鄉的念頭，於 86 年擔任臺大醫院家醫科住院
醫師期間同時擔任貢寮衛生所主任，體會城鄉就醫
的不公平，88 年 7 月卸下衛生所主任職務，於貢寮、
平溪、瑞芳、雙溪、金山等偏遠鄉鎮衛生所協助提
供居家在宅服務，因考量醫療資源平均分配，93 年 11 月於貢寮開業，並擔任
當地衛生所醫療保健服務之窗口，提供轉診、健檢及癌篩等相關醫療保健服務。

學生時代即對偏鄉醫療弱勢族群的照顧充滿熱
情與使命，長期堅守偏鄉醫療服務至今近 20 年。
87-   88 年協助新北市推動偏遠鄉鎮之居家在宅服
務，協助提供平溪、貢寮、瑞芳、金山、雙溪
之持續性、完整性服務。
103 年起提供在學學生上學期間就醫、年長者、
年幼者、低收者及殘障者之免掛號費服務。同
時提供學生入學體檢之複診及接受預防注射免
掛號費服務。
主動發起「巡迴醫療服務」計畫，提供偏鄉行
動不便、就醫不易之長者醫療保健服務，並與
計程車業者合作，長期專車免費接送長者至診
所看診，交通費用由診所負擔。
利用休假時間至金山衛生所協助居家護理服務，
帶領護理人員走入個案家庭，評估患者及家屬
實際需求，減少患者往返醫院的頻率及不便，
並協助家屬尋找資源，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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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陳舜鼎 主  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因曾於國中時期罹患腫瘤疾病，便立下人醫的
心願，民國 88 年自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畢業，
取得中、西醫資格後，即於臺北馬偕醫院放射腫瘤
科服務，致力於西醫癌症治療之學習並積極參與末
期緩和醫療的照顧，其後前往上海曙光醫院學習中
醫的癌症治療，拓展多元之中西醫癌症治療觀點，
97 年返台後，進入台北慈濟醫院，親切及專業的服
務態度，受到病人及家屬之肯定，尤其於中西醫癌症治療方面，98 年起持續多
年辦理健保署委託之中西醫輔助醫療試辦計畫並發表多篇相關研究著作，積極
推廣中醫輔助改善病患在西醫癌症治療的不適之經驗與成效，目前亦在長庚大
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進修博士班，期許讓病人獲得更佳的醫療照護。

致力於宣導民眾健康促進體位控制之觀念，透過講座與媒體採訪，傳達社
區民眾飲食對健康之重要性。
配合新北市政府關懷弱勢族群之政策，主動辦理或結合社區資源走入偏鄉
進行巡迴義診。
協助腫瘤患者於手術、化療、放射線療法後，提供病患中西醫共同診察、
治療與照護，持續中西醫整合醫療，包括針灸治療、中藥治療及衛教諮詢，
緩解病患不適症狀，提升生活品質。
自 98 年承接健保署中西醫輔助醫療試辦計畫，期間發表許多相關研究與
著作，執行成效亦獲 103 年臺北市中醫師公會中醫藥研究論叢收錄發表及
2013 臺灣安寧基金會海報論文。
102 年榮獲台北慈濟醫院優良員工。
104 年尼泊爾大地震，於第一時間自發性提出前往災區提供災民醫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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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黃慶菖 院  長
大順醫院

民國 59 年畢業於國防醫學院後，奉派至陸軍
第 17 師衛生營擔任中尉醫官，先後服務於國軍四
級防戰醫院及三軍總醫院。70 年接任大順醫院院長
迄今。除平時視病如親對社會弱勢族群照顧有加，
並積極配合衛生局推動四癌篩檢、糖尿病共同照護
網、流感疫苗注射等衛生政策。

從事推動子宮頸防癌抹片檢查不遺餘力，並積極推動 50 歲至 75 歲民眾糞
便大腸癌潛血篩檢，又積極轉介 45 至 69 歲婦女每 2 年一次乳房攝影檢查
且每年均參與新北市流感疫苗注射合約，為增進社區民眾健康把關。
積極參與新北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的醫事人員資格認證核可，醫院亦曾於
95 年被認證為新北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指定優良醫療機構。
79 年起參加中華民國弘道志工協會擔任志工，99 年初創辦新莊區大順行善
公益協會，以新莊區、三峽區、樹林區及平溪區之獨居者為服務照顧之對
象，除醫療免收掛號費外，在生活上關懷獨居老人、開辦新住民及原住民
輔導班及開辦降低婦女數位落差研習班，並與輔仁大學合作開辦社區大學、
婦女大學及松年大學等，積極深耕社區，發掘弱勢族群，解決燃眉之急。
開辦新北市 29 區之社區電腦種子教官訓練班，俾使該種子教官回到自已社
區後能用已學得之電腦技術並教導該社區欲學習電腦之社區民眾，全面提
升社區民眾對電腦認識與運用，迎接全面 e 化世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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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楊政謙 醫  師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先後於新加坡 KK 婦幼
醫院、新加坡國家總醫院、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兒
童醫院、美國加州洛杉磯 House 耳科中心擔任研究
醫師。民國 85 年進入馬偕紀念醫院服務擔任耳鼻
喉科資深主治醫師，為促使自己在早期療育領域中
更加精進，於 89 年進修於國立臺北護理學院 ( 現更
名為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
並積極推廣早期療育工作，成為馬偕紀念醫院聽語中心的重要支柱。

96-97 年間於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
致力從事耳鼻喉科臨床各項工作，並積
極籌備與建置兒童發展遲緩之早期療育
事宜。
100 年進駐馬偕醫學院，籌備設立聽力
暨語言治療學系，並於 101 年 4 月獲教
育部核准通過，成為國內首家醫學院成
立之聽語系，並擔任該系之專任講師。
積極投入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工作並
致力培育優秀聽語專業人才，於 104 年
6 月 7 日病逝，離開當天的上午，仍在醫
院內主持「從實證本位談聽能復健策略
與實務研討會」，燃燒自己到最後一刻，
鞠躬盡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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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葉雅韻 主  任
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民國 89 年畢業於中國醫藥大學，於耕莘醫院
完成家庭醫學專科醫師訓練後，於中和區衛生所
服務，現任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主任。為推動各項
公共衛生保健業務，率所屬同仁整合多元管道與社
區、職場、團體、學校資源整合共同推動公共衛生
服務，推出「健康 PASSION，跨域扎根，社區深
耕」、「嬰幼兒保健包套服務」及「疫苗接種 QR-
CODE」等創新加值服務，提升服務效率，得到市
民之肯定。

提供可近性的免費健檢服務，落實市民健康檢
查，結合社區區域級醫院，共同辦理社區整合
式健康篩檢免費到點服務，並全力協助至各里
之社區巡迴，辦理健康篩檢活動。
設置定點免費心理師諮商服務，提供衛教與轉
介精神醫療服務。
推動「健康 PASSION，跨域扎根，社區深耕」，
藉由提高社區參與性，並擴展行銷進而產生跨
域扎根，運用簡易篩檢工具，完成迅速的篩檢
服務，藉以提升家戶健康管理品質。
提供「嬰幼兒保健包套服務」，每星期邀請附
近牙科診所醫師至衛生所開設免費塗氟門診，
凡來衛生所施打疫苗之嬰兒，主動提供嬰幼兒
健康檢查及幼兒牙齒塗氟健檢，使民眾來衛生
所一次即享三重服務 ( 打預防針、嬰幼兒健檢及
塗氟 )。
提供「疫苗接種 QR-CODE」創新服務，將每一
種疫苗施打副作用製成 QR-CODE，讓民眾用手
機掃瞄即可輕鬆獲得疫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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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劉永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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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系，即在臺北
榮民總醫院擔任住院醫師。由於當初佩服感染科主
任鄭德齡在問診時的仔細與專業分析判斷正確，大
大讓他折服，於是選擇了當時較冷門的感染科。79
年高雄榮民總醫院開幕，擔任感染科及微生物科主
任，於 99 年進入雙和醫院服務擔任感染科主任之
職至今。並於當時 SARS 風暴，帶領醫護同仁成立
抗煞團隊，成為抗 SARS 的急先鋒。

92 年高屏區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指揮官。
95 年臺灣感染症醫學會第七屆理事長。
98 年獲衛生福利部衛生獎章三等勳章。
101-104 年擔任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潛伏
性結核病預防性治療委員」。
102-103 年擔任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疫苗
注射諮詢委員會委員」。
102 年及 104 年擔任疾管署之「醫院感
染管制查核委員」、「衛生福利部傳染
病防治諮詢會流感防治組及感染控制組
委員」、「衛生福利部中華藥物諮詢會
臨床小組委員」及「財團法人醫藥品重
驗中心臨床查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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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獎

葉宏一 院  長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民國 75 年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即進
入馬偕紀念醫院內科服務。擔任住院醫師期間，曾
支援基隆市立醫院、桃園聖保祿醫院、臺南新樓醫
院、臺東大武衛生所及馬偕紀念醫院臺東分院等醫
療服務，造就對臺灣各地不同醫療環境的熟悉度。
86 年取得英國倫敦帝國大學國家心肺研究所博士學
位，並積極參與馬偕醫學院籌備工作，自該院核准
設立後即擔任馬偕醫學院醫學系主任迄今，現同時為淡水馬偕醫院院長及臺北
馬偕醫院副院長。

鼓勵及培育醫學生參加民眾衛教活動，在低年
級開設「基本臨床技能」課程，設計規劃「三
芝在地醫療諮詢」，由臨床醫師帶領醫學生到
三芝地區弱勢家庭進行醫療諮詢服務，將醫學
教育裁根工作建構成型，廣受當地民眾好評。
於 Circulation, Circulation Research, ACS Nano, 
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等 國 際 SCI
醫學期刊已發表 150 多篇研究論文。
研究成果為心臟學教科書 Braunwald's  Heart Disease, the eighth and ninth 
edition 所引用。
87 及 89 年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甲種研究獎。
88 年獲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青年醫師研究獎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91 年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100 年獲中華民國血脂及動脈硬化學會傑出研究論文獎。
以「一種製造血管支架的方法」、「一種具醫療效果生物可吸收性金屬
血管支架之製造方法」、「以金奈米團簇來減緩氧化壓力和 / 或老化的
方法、組合物及用途」、「頻閃式光學影像映射系統」及「陣列式探頭
與高功率超音波系統」等，獲得多項國內外專利。



12

教育研究獎

黃俊仁 主  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民國 78 年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隨後
進入馬偕紀念醫院服務，80 年取得麻醉專科醫師證
書，並於 84 年升任麻醉科主治醫師，其後專注於
疼痛及心臟手術麻醉次專科訓練並取得專科醫師證
書，92 年起接任淡水馬偕醫院手術室兼麻醉科主
任。93 年取得陽明大學藥理學研究所博士學位，98
年起至台北慈濟醫院擔任麻醉科主任迄今，同時擔
任教學部主任及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長期擔任科技部生科司研究計畫審查委員
及麻醉學雜誌編輯委員，目前為麻醉學雜誌重症醫學領域主編及疼痛學雜誌副
主編。

以重症照護相關議題作為研究主軸，發
表於國際及國內各重要醫學期刊總計發
表 118 篇學術論文。
對各式急性疼痛病患提供全面性的整合
性疼痛治療，落實無痛醫院之概念，協
助八仙塵爆患者之疼痛控制。
長期投入醫學教育與醫學研究，目前於
慈濟大學醫學系及醫學研究所擔任教授
一職，並獲選慈濟大學醫學系優良教師。
每季舉辦醫事人員教學能力提升工作坊，
以新北市轄區內教學醫院醫事人員教師
為主要對象，協助提升及師資培育之推
動。
長期擔任台灣麻醉醫學會理事及各功能
委員會主任委員，於擔任專科醫師甄審
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首創於麻醉專科
醫師甄審納入擬真情境考試，開創國內
各專科醫師甄審風氣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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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獎

蔡曜州 醫  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民國 86 年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先後
進入臺大醫院、恩主公醫院服務，在繁忙的臨床工
作之餘，仍攻讀臺灣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於 104 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持續推廣醫學教育及研
究，並於慈濟大學醫學系授課。92 年取得泌尿專科
醫師證書，94 年進入台北慈濟醫院服務擔任主治醫
師迄今。95 年取得內視鏡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94 年開臺灣醫界之先例，以迷你腹腔鏡手術治
療年僅 4 歲罹患尿液逆流之病患。
為改良傳統腹腔鏡手術多重傷孔與減輕手術後
傷口疼痛等問題，致力於單孔內視鏡技術發展，
研發世界首創自製單孔套統，為臺灣首例將三
孔腹腔鏡技術改良成單孔，並持續精進醫術致
力於單孔內視鏡手術。97 年完成國內首例單孔
內視鏡疝氣修補術，98 年完成世界首例單孔內
視鏡游離腎固定術及單孔內視鏡腎上腺腫瘤切
除術，另單孔內視鏡交感神經切除術治療腳汗
症亦創下全臺首例。使用單一傷口腹腔鏡手術
治療泌尿道疾病，至今已超過 260 多例。
97 年獲得日本 World Congress Of Endoscopic 
Surgery 傑出年輕研究者表揚獎章。
積極推廣腹腔鏡手術，98 年起每年受邀於亞洲
內視鏡訓練中心 Asia-IRCAD 進行現場手術指導及演講，成為臺灣首位於
該中心分享單孔內視鏡手術經驗之醫師。
100 年獲得臺灣泌尿科年會最佳手術影片獎第 1 名。
以單孔腹腔鏡為研究，發表相關之期刊、SCI 論文共 33 篇，手術相關
研究成果被引用超過數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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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奉獻獎

陳燕麟 醫  師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民國 97 年畢業於輔仁大學醫學系，自畢業以
來即在耕莘醫院組織病理科服務迄今，擔任住院醫
師 4 年即升為總醫師，101 年取得病理解剖專科醫
師證書，102 年升為主治醫師。有鑑於罕見疾病之
基因檢驗困難且本身罹患罕見疾病「肢帶型肌肉萎
縮症」，正進行肌肉萎縮症及發展新的基因檢驗項
目，期望能嘉惠更多罕見疾病患者及幫助醫師之診
斷與治療。在忙碌於臨床工作之餘，更不斷充實自我知識與技能，於輔仁大學
進修基礎醫學攻讀博士學位。

創立耕莘醫院分子生物檢驗項目，包括
乳癌、大腸直腸癌與肺癌之標靶藥物基
因檢測，並通過台灣病理學會評鑑。
積極參與子宮頸抹片判讀及子宮頸抹片
之 切 片 比 對， 另 對 於 乳 癌、 卵 巢 癌 的
BRCA1/2、甲狀腺與血液淋巴疾病等基
因，積極投入發展分子醫學基因檢測項
目，以達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目的。
自 99 年迄今已發表 40 多篇國際 SCI 期
刊，並於住院醫師訓練期間即完成以第
一作者身分發表的國際 SCI 期刊，至今
已有 6 篇。
戮力從事學術研究及論文發表榮獲院方
「優秀論文著作獎」表揚。
具有高度的服務熱忱且工作認真表現優
異，98 年、101 年屢獲院方頒發獎狀表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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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奉獻獎

鄺懷德 院  長
鄺懷德牙醫診所

民國 75 年自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畢業後即
投入臨床醫療服務，在提供病人專業的醫療照護外
仍不斷精進，77 至 79 年赴美國馬里蘭大學進修，
期間開始接觸身心障礙病患，79 年回臺灣後進入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完成首次全身麻醉身心障礙患
者全口重建，另至新店耕莘醫院服務成立身心障礙
特別門診，97 年成立鄺懷德牙醫診所持續設置身心
障礙特別門診，102 年起迄今至本市烏來區國小、國中提供醫療診治及塗氟服
務。

榮獲商業周刊 98 年百大良醫及新北市牙醫師公
會 104 年犧牲奉獻獎。
配合新北市衛生政策「身心障礙口腔照護補助計
畫」、「中低收入原住民老人補助裝置假牙計
畫」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巡迴服務計畫」，協
助幼兒園及偏遠地區之兒童、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口腔照護。
102 年參與臺灣健康合作發展組織協助尼泊爾義
診。
103 年參與臺灣希望之芽協會愛無國界組織，協
助柬埔寨義診。
103 年參與臺灣路竹醫療和平會，協助偏遠山區
義診，104 年協助斯里蘭卡義診。
104 年參與慈濟北區人醫會，協助國內及偏遠地
區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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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公益獎

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民國 48 年，天主教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於臺
北市大埔街創立診所，51 年在萬華東園街成立聖若
瑟醫院，提供婦幼醫療，專注於早產兒的照護。70
年，修女捐出永和土地及部分基金交予當時的耕莘
醫院院長袁君秀神父規劃籌設一個現代化的醫療院
舍，72 年，醫院落成啟用並更名為財團法人天主教
會耕莘醫院永和分院，開始發展內、外、婦、兒各
科急性醫療，正式轉型為綜合醫院，秉持「愛主愛人、尊重生命」的理念服務
中永和地區民眾。

致 力 提 升 服 務 品 質， 曾 榮 獲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2012-2013 英語服務標章金質獎認證、勞委會
台灣訓練品質 (TTQS) 銀牌外，也取得健康促
進醫院典範獎、磁吸醫院金獎、無菸醫院金獎、
母嬰親善醫療院所認證、高齡友善醫院認證、
WHO 健康促進醫院進階認證「金獎」及乳癌、
子宮頸癌、口腔癌篩檢三冠王等各項榮譽。
雖為地區教學醫院，但仍於 102 年通過中度級
急救責任醫院。
在新北市率先成立社區醫療群，建立雙向轉
診，落實家庭醫師整合照護，讓民眾獲得更周
全的健康保障。
免費提供早產兒外接病嬰服務，每年約 60 人
次，範圍北達基隆、南至新竹，守護生命、不計成本。
自 95 年起發展遠距健康照護管理系統 (Tele-care 計畫 )，建立社區式的健
康管理新型照顧模式，並由個案管理師擬定專屬的照護計畫，每年服務約
300 多件。
支援澎湖地區醫療服務，每週前往看診，照護離島居民健康不遺餘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