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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母親感召堅持 12 年如一日的服務 

葉純純獲新北市衛生局 108 年特殊貢獻獎 

    同時在衛生局、衛生所及戶政所擔任志工的葉純純，在父親意外身亡家庭

陷入無法承受的打擊時，擔任志工的母親靠著志工夥伴的陪伴，帶著家人一步

步走出陰霾，讓她深刻地感受到志工的力量，也因此一頭栽進志願服務的行列，

一做就是 12 年，12 年來服務總時數達 9,915 小時， 7 日獲市長侯友宜頒發特殊

貢獻獎。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及板橋院區則花開並蒂、雙喜臨門，兩院區雙

雙榮獲績優團隊獎。侯友宜說「舒」字左邊是「舍」、右邊「予」，捨得付出，

就是舒心快樂的人生。 

    侯友宜表示，衛生局有衛生及長照志工 5,071 人。光從今年 1 到 6 月的總服

務時數就有 88 萬 8 千小時、服務人次 3 百 30 萬。那怕是以 1 小時 150 元計算，

僅半年的產值就高達 1 億 3 千多萬元。所以，志工們是新北市最寶貴的資源；

是新北市的寶貝，希望透過表揚活動感謝志工們的服務善行，並激勵更多的民

眾投入志願服務行列，貢獻經驗與智慧，共同點亮新北市各個角落。 

    侯友宜表示，說好話需要好的修養，做好事更是不簡單。志工們以熱忱及

微笑不間斷地為民眾提供優質的服務及就醫陪伴，處處散播愛心、關懷與健康、

幸福，值得大家敬佩。 

    榮獲今年特殊貢獻獎的葉純純，才 51 歲卻因老公隨著工廠遷到大陸而辦理

優退在家照顧老少。覺得還有剩餘價值、還有能力服務社會的她，便踏入志工

行列。也因為如此，葉女士 12 年來不斷提升自我識能，積極參與失智守護天使、

佈老志工、食品衛生志工、長照志工及戒菸戒檳與母乳志工等培訓，保健業務

樣樣精通，舉凡居家關懷、電話問安、失智症宣導及協助行政庶務，完全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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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職人員，是單位的絕佳幫手。 

    老公因為好奇，為什麼太太當志工比以前上班還忙，也在退休後，105 年一

頭栽入志工隊伍，伉儷一起享受付出的快樂。 

    「透過 1 對 1 服務，可以學習到如何與人相處、提升 EQ，尤其是面對年輕

人，頓時讓我也擁有一顆年輕的心，自己好像也成了小伙子；更可以預防失智、

老人痴呆」從志工、隊長、分隊長，到 105 年起擔任衛生局志工大隊長的葉女

士更感謝的是社會給她服務的機會。 

    衛生局指出，今年除了特殊貢獻獎，另有 95 位永恆白金獎（10 年、2,000

小時）、125 位長青銀質獎（5 年、1,250 小時）；以及 188 位馨芽銅質獎（服務

滿 2 年且服務 500 小時以上）。績優團隊獎有新北聯醫板橋及三重兩院區，以及

部立樂生療養院，還有 10 隊獲得評鑑優良團隊獎。詳細獲獎名單請上衛生局網

站︰ https://www.health.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204657 查詢。 

資料詳洽：衛生局衛生企劃科長陳玉芬   電話：22577155 分機 2511 

 

 

 

 

【參考資料】 

108 年特殊貢獻獎得主︰ 

葉純純︰衛生局、土城衛生所、土城戶政所 

    與老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的葉純純，12 年前老公隨公司遷往大陸，因家中

雙親及 3 個小孩，在老闆同意下，當時才 51 歲的葉女士不得不優退，在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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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在父親意外身亡家庭陷入無法承受的打擊時，擔任志工的母親靠著志工

夥伴的陪伴，帶著家人一步步走出陰霾，讓她深刻地感受到志工的力量，也因

此一頭栽進志願服務的行列，自 96 年迄今服務年資達 12 年。從櫃檯值班、門

診協助及活動支援，熟悉後服務層面擴大到整合式篩檢、社區癌症篩檢，內容

包羅萬象。 

    「雖然我很早就退休，但覺得還有能力服務社會，便一腳踏入志工這個行

列」要發揮自身的剩餘價值是葉女士擔任志工的原動力。也因為如此，12 年來

不斷提升自我識能，積極參與失智守護天使、佈老志工、食品衛生志工、長照

志工及戒菸戒檳與母乳志工等培訓，保健業務樣樣精通，舉凡居家關懷、電話

問安、失智症宣導及協助行政庶務，完全不輸正職人員，是單位的絕佳幫手。 

    「我老公很好奇，為什麼我當志工比以前上班還忙」服務總時數達到 9,915

小時的葉女士，工作日每天平均服務時數超過 3 小時，孩子長大後更是上下、

午各排 3 個小時的班，遇上假日活動需要支援更是不落人後。好奇不已的老公

在退休後，105 年也一頭栽入志工隊伍，伉儷一起享受付出的快樂。 

    「透過 1 對 1 服務，可以學習到如何與人相處、提升 EQ，尤其是面對年輕

人，頓時讓我也擁有一顆年輕的心，自己好像也成了小伙子；更可以預防失智、

老人痴呆」從志工、隊長、分隊長，到 105 年起擔任衛生局志工大隊長的葉女

士更感謝的是社會給她服務的機會。 

    問到有關站在第一線服務民眾，12 年來有何異同？葉女士說，服務無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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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得有一次看到民眾沉重的走進來，敏銳的她感受到對方心理的壓力，停

下手邊的工作協助與陪伴，看見民眾眼中感激之情溢於言表，這就是她一直以

來持續從事志願服務的最大動力，雖然有時難免遇到我們再怎麼做，對方常會

認為這是公家機關應該做的。甚至人潮一多，還會遭偶有不滿的民眾責罵。但

是，擔任志工就是不求回報秉持著投入志願服務時的信念與感動，時時刻刻把

服務對象當成自己的家人，體諒彼此情緒的同時，自己心靈也跟著成長。 

108 年績優團隊獎得主：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院區及板橋院區雙喜臨門，兩院區雙雙獲獎。 

板橋院區志工團隊 

    成立於民國 75 年的板橋院區志工團隊，從初始的 15 位熱心市民，隨著院

區規模日益擴張，如今志工隊總人數達 77 名。 

    志工隊督導陳怡靜表示，以社區醫院自許的板橋院區，就醫群眾主要是高

齡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為能提供完善且即時的就醫服務，醫院除積極推廣友

善就醫措施，同時加強訓練第一線服務人員的志工，琢磨精進「就醫全程陪伴」

陪同民眾掛號、就診、批價、領藥服務，必要時安撫民眾情緒。 

    板橋院區志工隊不僅提供就醫全程陪伴的貼心服務，領藥後的返家服務也

不馬虎。諸如叫車、陪同上車、搬運輔具等，更甚者協助身障人士篩檢之如廁

服務，志工親力親為無微不至遠遠超越醫院規範。 

    在志工管理上，板橋院區最大的特色就是志工服務的職務採輪調制。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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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不同領域的服務組，培養志工通才服務能力，提升志工服務效能，增進志

工在角色與業務認知上更趨熟臻。另為體恤志工年齡逐漸增長，70 歲以上志工

經督導評估，協助安排適才適性的駐點式服務，不僅讓長者志工服務熱忱得以

延續，在管理及服務方面亦能保有彈性調整空間，讓志工隊更加蓬勃發展。 

    督導陳怡靜強調，志工是醫院得力的左右手、重要的資產、絕佳的好夥伴。

穿梭於各樓層，永不懈怠，盡心盡力為病人服務與付出。在院內服務面對形形

色色的民眾，仍能展現十足的親和力與燦爛的笑容；在院外服務則積極推廣四

癌篩檢、參與社區性服務，為民眾的健康把關。 

 

三重院區志工團隊 

    新北聯醫三重院區志願服務隊同樣成立在民國 75 年，目前共有 155 位志工

在線服務。服務內容設有志工服務台組、醫務服務組及社區衛教組三大組，除

了提供院內定點、定時服務以外；另有任務型的支援服務組，因應活動或大型

健檢、如農漁民、兵役、老人及司機健檢，或院外承接社區四癌檢篩、健檢活

動等時之支援人力。 

    志工督導林永安說明，三重院區志工除了院內外基本服務之外，也針對志

工的喜好、專才結合醫院的需求，發展多元的服務內容。比如號召成立園藝美

化志工，協助整理規劃醫院周邊花園及花圃，讓環境展現四季之美。輪椅維護

志工則負責輪椅檢視及基本維修，提升病人的安全也節能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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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為特殊的是醫院的健康操志工。每天早晨 8 點，醫院大廳就聚集了一群

員工及非看病的社區民眾，隨著志工的動作及音樂伸展身體、扭頭轉腰。這套

志工結合醫事同仁自行研發的健康操，10 多年來已成了醫院的特殊畫面，曾連

續榮獲臺灣健康醫院學會 106、107 年「活力十足健康操競賽」佳作獎及 106 年

網路人氣獎。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志工團隊 

    樂生療養院志工團隊成立於民國 91 年，目前團隊規模 113 人。去年（107）

服務總時數 31,149 小時、出勤 10,383 人次，平均每人每年服務時數約 276 小時。 

    志工督導蔣瀚霆表示，志工服務分派在各科診間及體檢引導、協助資料填

寫及掛號與辦理巴氏量表、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及器官捐

贈同意書、輪椅借用服務、協助叫車等，另在各單位安排值班協助處理庶務，

服務遍及各角落，是醫院重要的輔助人力、各單位的好幫手；也是病患家屬的

好朋友。 

    為協助推動樂生療養院成為大迴龍地區民眾的首選醫院，志工們群策群力

協同整合社區資源走入社區，推動社區健康促進並適時舉辦相關活動宣導健康

資訊，且在志工會議分享服務經驗、共同討論解決問題。 

    特殊的是，為了推動漢生病防治及去汙名化，樂生的志工們積極參與公民

社會、健康人權會議；安排民眾參訪導覽，透過認識漢生病的成因，讓社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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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識漢生病，從恐懼到接納去汙名化。 

    督導蔣瀚霆說，為提供大專院校學生服務病患、家屬及弱勢者機會，樂生

與輔仁大學合作，設立學生志願服務學習課程，設計一系列護理之家團體活動，

讓學生自由選課參加。這項創新自 105 年開辦以來，已有將近 100 名學生協助

護理之家住民 16 場團康活動，除除促進住民康復，也擴大青少年參與志願服務

的範圍，提供符合青少年身心發展的服務，培養具有關懷社會胸襟的學生。 

 

 

 

 

 

 

 

 

 

 

新北聯醫獲頒績優志工團隊殊榮 

新北市衛生局 7日舉行衛生保健績優志工及績優志工團隊表揚，新北聯醫三重

院區及板橋院區志工隊得到績優團隊的獎牌，新北聯醫一直以秉持尊老敬老的

精神，視高齡長者是一群富有經驗、知識的最珍貴人力資源，打破對於老年人

年老力衰之既定印象，鼓勵年長志工資源連結，創造生命的第二春。 

新北聯醫表示，三重及板橋院區志工人數目前有 237人，其中獲永恆金獎志工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聞參考資料 
民國 108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 

8 

 

陳武道先生，自民國 76年加入三重院區志願服務隊服務，至今已達 10年，累

積服務時數 9,333小時，除先後為民眾提供各科別門診服務及就醫陪伴外，每

天清早更是風雨無阻到院帶領醫院民眾做健身操，現更擔任志工隊隊長，大力

協助志工業務的推動。 

另同獲獎之楊秋華女士，服務年資亦達 10年，雖高齡 80，在醫院各項支援活動

中，永遠帶頭選擇最辛苦最少人填的職缺，甚至擔任引導工作一站就是 2-3小

時，始終不嫌累，面對民眾的詢問總是耐心且微笑以對；也積極參加志工相關

教育訓練，是一個真正『活到老學到老』的實踐者。 

板橋院區同樣永恆白金獎的志工許阿春女士，年齡高達 74歲，擔任志工 11年

來，每次都會提早至少半小時到班，將當日服務工作準備好，期間除了固定於

服務中心提供各項諮詢外，也積極主動投入院內、外健康促進活動及社區體檢、

農漁民健檢、兵役體檢、老人健檢等服務。 

新北聯醫表示，兩院區志願服務隊的年齡集中於 65歲至 75歲之間，透過志工

熱情參與，除表達豐富銀髮族生活及提昇醫療服務品質，也讓新北聯醫各項醫

療檢查進行順利，同時也獲得市民朋友的掌聲，感受到優質醫療環境提升。 

志工孫秀貞女士原只是一個固定在眼科看診的病人，因為眼科主任陳裕芳醫師

細心、親切的診療，讓他感受到滿滿的溫暖，平時又都見親切的志工穿梭院區

服務，讓她決定也要加入志願服務務工作，現孫女士就於本院眼科服務，由於

眼科病人多，孫女士幾乎每次都超時工作，更是經常忙到過午，但孫女士甘之

如飴，也心中充滿喜樂。 

本院每年承辦農漁民健檢，志工的服務更是重要的一環，透過服務過程志工也

能體會健檢的重要性，李秀嬌志工也深受影響並主動參加農漁民健檢，也因此

透過健檢發現肺腺癌，並得以即早治療獲得康復，目前李女士繼續活躍於本院

志工服務中，並時時現身說法，分享自己找回健康的寶貴經驗，真正成為公益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聞參考資料 
民國 108 年 11 月 7 日星期四 

9 

 

服務及推動健康的完美推手與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