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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友宜頒獎表揚 108 年度「醫療公益獎」25 位得主及耕莘醫院 

--投入偏鄉 18 年 曲國棟牙醫師獲獎實至名歸 

    市長侯友宜 10 日頒獎表揚新北市第 8 屆「醫療公益獎」25 位得主及 1 家醫

院，肯定大家在崗位上的貢獻。市長也趁著醫師節前夕，感謝為市民健康把關

的醫師們，醫師節快樂。不少家屬到場分享榮耀與喜悅，場面熱鬧溫馨。曲國

棟牙醫師投入偏鄉 18 年，回想首次問診經歷，笑著說「不少學童因第一次看牙

齒，治療到一半就嚇得跳下診療椅跑出去，跟外面候診的小朋友亂成一團…」，

一生難忘的畫面更讓他堅持的投入偏鄉醫療服務領域。 

    侯友宜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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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我們一生最大的資產。截至今年 10 月，新北市有

9,500 餘名醫師，以及 5,700 餘名醫事人員，如呼吸治療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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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服務於 53 家醫院、3,300

餘家中西牙醫診所及學校、衛生所等，為 400 萬的市民健康把關。 

    為鼓勵並肯定對醫療服務積極奉獻的醫師或醫療機構，新北市衛生局在 101

年舉辦首屆「醫療公益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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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又將醫事人員納入評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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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另單獨選拔。 

    今年共有 61 位醫事人員及機構角逐第 8 屆醫療公益獎，由 18 名醫療專業、

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代表組成委員會，採初審及決審兩階段，最後經 3 小時激

烈討論評選而出 25 位個人獲奬；1 家機構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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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板橋執業的曲國棟牙醫師，民國 90 年響應牙醫師公會號召前往福隆國小

幫學童看牙，親身感受偏鄉醫療資源嚴重不足而震驚，及學童純樸天真所感動，

從此一頭栽入偏鄉醫療服務領域，無視來回就需要 4 個多小時的交通勞頓，以

及需要 3 位助理帶上 3 大箱的醫療器械，迄今 18 年樂此不疲。 

    曲國棟醫師邊回想邊笑著說，當時偏鄉兒童難得接觸到牙醫師，治療時常

害怕而哭鬧不已，不少小朋友治療到一半嚇得跳下診療椅跑出去，外面還在候

診的學童更是被嚇得半死，大家亂成一團。他帶上貼紙、小玩具當獎品，治療

結束時還「規定」小朋友要左手拿獎品；右手跟醫師握手，大聲說「謝謝醫師

哥哥」連哄帶騙終於逐一「收服」這群難纏的小天使。 

    侯友宜表示，新北市幅員遼闊，為解決城鄉差距及醫療資源不均，未來 4

年內將全力推動「新北醫動養」願景工程。醫療的醫、運動的動；以及安養的

養。預計在 3 年內（2022 年前）規劃或新增 2025 病床、10 家智能衛生所，在

偏鄉輔導 6 區衛生所開辦遠距醫療。結合手機導入雲端及人工智能科技，讓衛

生所脫胎換骨，並以大醫院為後勤支援，來擴大在地醫養服務量能。 

    同時因應人口老化，新北動健康首創在長者健康檢查中免費增加「衰弱評

估」項目，若發現異常，由國內通過 EIM 認證的醫師開立「運動處方」，由專

業團隊專為個人打造運動計畫，提升長者健康餘命，讓長輩活出尊嚴。 

    另外，位於三重的碧華國中舊校址，以及中和積穗國中旁的國有地，將創

新規劃國內首座，囊括食衣住行育樂，醫養 All in one 的長照綜合園區。其中，

碧華國中舊校址將參考新加坡，規劃興建一座「長照園區」預計明年招商，110

年開工並於 114 年啟用。屆時，將成為新北市及全臺灣醫動養的典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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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友宜感慨說到他 8 年前在新北市擔任副市長時，65 歲以上有 34 萬人口，

現在已經超過 57 萬了，超過很多縣市的總人口。根據研究，這些長者 85%至少

患有 1 種慢性病。可以想像未來失能、失智者的照顧需求遽增，這是一個必須

面對的嚴峻課題。除了需要醫療照護，也要多運動及營養延緩衰老；進而達到

在地安養、在地老化的終極目標。 

    第 8 屆醫療貢獻獎︰曲國棟、林幸玟、洪芳明、許惠春、郭英雄、黃茂栓、

楊緒棣、詹益能、蔡鉅儒、鄭國祥；醫療教育研究獎：洪思群、高芷華、陳旭

照；醫療特殊奉獻獎：陳芸、盧國城；醫事服務貢獻獎：吳美玉、周汝姍、徐

子銘、張勝昌、陳婉萍、蔡尹泰、蘇逸欣；醫事教育研究獎：吳銘哲、侯沂錚；

醫事特殊奉獻獎：程素玲；醫療公益獎：新店耕莘醫院。得獎名單及事蹟，請

至衛生局官網 https://www.health.ntpc.gov.tw/content/?parent_id=204605 查詢。 

資料詳洽：醫事管理科長 楊時豪 (02)22577155 轉 2011， 0972-34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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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醫療貢獻獎】曲國棟：板橋 民懷牙醫診所 院長 

    在板橋執業的曲國棟牙醫師，民國 90 年響應臺北縣牙醫師公會（新北市牙

醫師公會前身）的號召加入「415 醫療團」前往福隆國小幫學童看牙，親身感受

偏鄉醫療資源嚴重不足而震驚，從此一頭栽入偏鄉醫療服務領域，迄今 18 年而

樂此不疲。 

    曲國棟醫師邊回想邊笑著說，當時偏鄉兒童難得接觸到牙醫師，治療時常

因害怕而哭鬧不已，不少小朋友治療到一半嚇得跳下診療椅跑出去，外面還在

候診的學童更是被嚇得半死，大家亂成一團。他便帶上貼紙、小玩具當獎品稱

讚鼓勵他，同時邊治療邊聊天，治療結束時還「規定」小朋友要左手拿著獎品；

右手跟醫師握手，大聲說「謝謝醫師哥哥」才能離開。連哄帶騙下，曲國棟醫

師終於逐一「收服」這群難纏的小天使。 

    受到偏鄉地區學童純樸天真所感動，曲醫師無視來回路上就需要 4 個多小

時的交通勞頓，民國 96 年加入衛福部「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計畫」醫師團，

固定在雙溪、貢寮地區進行國中小巡迴醫療，每次都需要 3 位助理一起帶上 3

大箱的醫療器械，才能完成診療任務。100 年貢寮成立澳底保健站，曲醫師同樣

沒缺席地成了醫療團隊的一員，10 多年下來大家都成了熟識的好朋友。 

    隨著口碑的建立，曲醫師的病人越來越多，下午 4 點該結束的診，常要忙

到 6 點才能結束。但在牙醫師公會與衛生局的合力下，曲國棟醫師因能提供偏

鄉病患的就醫便利，而深深引以自豪。尤其時任市長朱立倫前往澳底保健站剪

綵時，曲醫師就恰好在看診，這段軼事讓曲醫師津津樂道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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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教育研究獎】洪思群：臺北慈濟醫院 腎臟科主任 

    有感於透析是唯一可以延續末期病患生命並改善生活品質的治療，洪思群

醫師選擇進入腎臟科領域。 

    洪思群在住院醫師訓練期間就發表多篇病例報告，在頂尖的 SCI 期刊上，

迄今刊登國內外專業雜誌，有近百篇論文。在貧血、慢性腎臟病藥物治療和營

養的研究有諸多重大突破，並且應用在臨床，不僅獲刊在國際重要期刊，更難

能可貴的是得到國際學者數百篇論文引用，甚至被寫入國際慢性腎臟病治療的

引用，也是國內首位榮獲美國腎臟醫學會 Fellow（FASN）殊榮的醫師。 

    民國 85 年榮獲學校最佳實習醫師獎、國家醫師考試榜首，以及以第一名成

績錄取北榮總的洪思群醫師，在 94 年臺北慈濟醫院起業時，扛下開院首任腎臟

科主任重擔。讓家居新店的病患終於得以接受 24 小時連續性血液濾過術，並逐

步引入內、外科加護病房服務重症病患，並使用乾粉線上泡製的透析液，巨幅

提升潔淨度和品質。在腹膜透析及腎臟移植術後照顧，建立口碑，97 年入選商

業週刊百大良醫。 

    洪醫師起初研究腎性貧血的診斷及治療，提出公認的血紅素治療標的和診

斷鐵缺乏的指標。到慈濟後以慢性腎臟病大數據資料，與國家衛生院合作，帶

領團隊對慢性腎臟病患進行前瞻性的營養相關世代研究。近年則深入腸道微菌

和腸道衍生尿毒素臨床與基礎研究。僅五年來就有 30 篇論著，刊登在國際頂尖

期刊，曾應邀為美國腎臟醫學會雜誌撰寫社論評述。最近與中研院合作探討慢

性腎臟病營養的精準治療，希望能給病患更好的治療及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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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特殊奉獻獎】陳芸：亞東醫院 副院長 

    在以往，腸衰竭堪稱是絕症。身為小兒外科醫師的亞東醫院副院長陳芸，

17 年來為了醫者父母心的願望，從出國學習先進醫療技術、觀念，回國後從動

物實驗開始到建立全國唯一的小腸移植團隊，創下高居亞洲第一的 72%5 年存活

率、以及傲視國際 5 年以上存活率 80%的靜脈營養照護，陸續得到國家生技品

質銅獎、總統接見表揚以及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頒發臺灣醫療典範獎等無數獎

項。陳芸醫師正逐步的達成她的心願。 

    因腸道富含免疫細胞容易排斥，使用高劑量的免疫抑制劑又容易感染，再

加上短腸症病患常接受多次腹部手術以至沾黏嚴重而開刀不易，術後又要整合

多科在腸道、靜脈、營養、病理與藥物的照顧，因此，很多病人大多接受點滴

提供營養才能存活。到最後，醫師也只能眼看著病童因靜脈導管感染產生敗血

症死亡而束手無策。 

    為了醫者父母心的願望，陳芸醫師到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學習一年，

回國後從動物實驗開始，用成功的動物實驗與成果通過衛福部許可執行小腸移

植人體試驗，克服萬難終於通過解除人體試驗、通過小腸移植醫師與移植規範、

建置小腸移植器官捐贈登錄方式，以及健保給付與重大傷病等，也制定了居家

全靜脈營養的標準作業流程，披荊斬棘、一步一腳印的朝心願邁進。 

    經陳醫師團隊多年努力，截至 108 年 8 月有 23 人接受小腸移植術，個案數

亞洲最多。術後 5 年存活率 72%。目前陳醫師正建立活體小腸移植手術，希望

能為更多腸衰竭病人提供一線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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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貢獻獎】徐子銘：部立樂生療養院 物理治療師 

    由原先照護漢生病患的樂生療養院，因屬性特殊與時代變遷，近幾年已成

功轉型為地區型醫院，一方面持續照顧漢生院民；一方面服務社區民眾。因此，

在醫院擔任教學負責人的徐子銘，便須針對教師及學員的課程規劃適合一般社

區民眾並配合國家長照政策的課程。 

    由於漢生病會讓病人的神經系統、呼吸道、皮膚與眼部出現肉芽腫，常導

致患部失去痛覺感知能力，造成四肢反覆損傷、關節扭曲變形，嚴重者需要截

肢；有些臉部會有白色斑塊、塌鼻等容貌，都容易引來異樣眼光，又伴隨傷口

及神經疼痛，因此身心備受煎熬。徐子銘無不以自己家人的心情，跟院民噓寒

問暖之餘，仔細小心地幫老人家進行復健。備受院民疼愛感動。 

    在樂生有 13年資歷的徐子銘除了主要照護院民以外，服務偏鄉亦不落人後。

加入臺北醫學大學社區醫療服務隊，9 月才又進駐金山、萬里及石門，透過義診

站、居家拜訪及走村等方式，了解居民生活型態並初步篩檢，提供居家環境與

輔具需求評估，同時給予專業的衛教及建議。 

    隨著醫療服務隊走進偏鄉，透過首日設置的義診站可以知道，居民的工作

性質與疾病的關係。也因為偏鄉長者常從事勞動工作，因此伴隨關節炎疼痛及

關節變形，徐子銘再依個人情況規劃復健療程，讓長者在地安養。今年至今義

診服務 202 人次、家訪服務 16 人次，共 218 人次，將愛帶入偏鄉。 

    視病猶親的徐子銘有一位脊髓損傷的病人，雖然在樂生復健多年但最後因

器官衰竭去世，臨終時遺願要捐院方一輛復康巴士，以感謝院方對他生前的照

顧。徐子銘感嘆地說，用心對待病人，病人的回饋往往讓人出乎意料。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聞參考資料 
民國 108年 11月 10日星期日 

【醫事教育研究獎】吳銘哲：亞東醫院 放射腫瘤科 

    為了讓病人照 X 光時不是只有面對 4 周厚厚的鉛牆，亞東醫院放射腫瘤科

組長吳銘哲放射師特地發想設計病人體驗課程，讓大家能從病人的角度，體驗

在放療前製作固定模具時的感受。也重新設計放射科官方網站，希望民眾在家

裡就能獲得更多相關腫瘤治療的資訊。目前正計畫將科內各項醫病共享決策的

輔助工具逐步擺到網頁上，再搭配醫師解說作為病人治療選擇時的參考。 

    才 37 歲，但已經是院內醫事人員能力 T4 最高等級的吳銘哲，也頗有發明

的頭腦。考量病人虛弱但治療機卻無法降低，吳銘哲設計出專用於上下床舖的

輔助踏凳，並順利取得國家專利。另因應放射治療控制室需要屏蔽，又設計開

發無線生理監測系統，取代放射師只能在控制室透過監視器觀看病人的狀況，

目前也正申請專利當中。 

    除了將心比心的胸懷，吳銘哲積極改善放射治療無紙化。召集成立流程小

組帶領放射師檢討改善放射治療對位流程，據以修訂放射治療標準作業流程，

並在去年將成果發表在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協會東亞國際學術交流大會。同時利

用多年的經驗，以 MOSAIQ 系統取代治療紀錄內的各項單張。此舉不僅是國內

放射腫瘤科首創，也成了各家醫院的學習標竿單位。 

    過去，病人體表放療時只能站立，利用電子射速大範圍照射的技術。吳銘

哲協助院方改進到可讓病人躺著接受 X 光子照射，可讓放射劑量更加均勻的分

布在體表；引領瑞典完成 2 例全皮膚導航螺旋斷層放射治療。也吸引臺大在 5

月份參訪相關定位技術，即將用於臺大首例全皮膚導航螺旋斷層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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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特殊奉獻獎】程素玲：淡水馬偕醫院 呼吸治療師 

    原本從事護理工作的程素玲，偶然機會看到一位身著白短袍、搭配綠色窄

裙制服的呼吸治療師，在照顧程素玲的呼吸喘重症病人後，和醫師討論病情並

一起向病人家屬解釋，看著原本家愁眉深鎖的家屬隨即放開心情，決定讓病人

插管送加護病房積極治療的決定。 

    程素玲說，當時這位全身散發「呼吸治療專業」同仁的形象與表現，讓她

毅然投入呼吸治療的領域，在接受多年的專業訓練後，終於成為一位呼吸治療

師照護有需求的病人。雖然當年的制服早已改款，但程素玲對呼吸治療專業的

執著與誠摯的心，迄今逾 29 年始終如一。甚至在歲月的洗禮下，熱忱更勝當年。 

    「總有一股想要趕回去工作崗位的衝動」程素玲對呼吸治療專業的熱愛，

常讓周遭親友難以理解。民國 87 年受命擔任中華民國呼吸照護學會指導老師，

翌年榮獲學會「優良實習指導老師」獎；92 年國內 SARS 風暴期間，她也毅然

決然地投入抗煞防疫作戰。 

    97 年升任技術主任後多了行政工作，程素玲任務涉獵更加廣泛。帶領同仁

負責規劃「心肺復原衛教室」順利在 98 年啟用，提供需要呼吸功能改善及肺部

復原病人良好的就醫環境。同時培訓單位「長照小組」，主動為民眾篩檢潛在慢

性呼吸問題及轉介就醫，並鼓勵運動促進健康。將呼吸治療專業推廣到社區長

期呼吸照護服務。 

    程素玲也協助院方成立高擬真與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模擬教學小組，以及

研究與實證小組並加以培訓，使團隊整體素質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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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公益獎】新店耕莘醫院 

    民國 50 年由已故天主教遠東區首任樞機主教田耕莘，四處奔走愛心捐款及

連同國外資助成立的耕莘醫院，近 60 年來以達到醫學中心級的服務為目標，陸

續成立心臟醫學中心、神經醫學中心、正子斷層造影中心、電腦刀中心、乳房

醫學中心等，103 年衛福部核定活體肝臟摘取移植醫院、105 通過癌症診療品質

認證、107 年通過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成了守護社區居民健康的好鄰居。 

    擁有健全軟硬體設施及醫護人力的耕莘醫院，不負田耕莘樞機主教無私奉

獻的期望，長期在偏鄉地區深耕。74 年協助設立坪林鄉群體醫療中心、86 年承

接經營馬公惠民醫院並開辦澎湖首家重殘養護中心及護理之家；提供新北市偏

鄉不間斷醫療支援及健康促進服務。 

    89 年起承接中央計畫在烏來設置醫療站、99 年接下部落健康營造計畫，提

供原住民健康生活照護服務、102 年成立烏來長期照護中心暨復健中心，並辦理

照顧服務員訓練，培育一技之長；106 年與衛生局合作特種搜救隊隨隊醫療，提

供山區居民緊急醫療救援。屢獲衛福部、健保署「守護偏鄉醫療」及新北市衛

生局「偏鄉傳愛長照大翡翠」、「長期照護十年服務感謝獎章」褒揚的殊榮。 

    配合長照 2.0 政策，耕莘醫院在方方面面除在新店成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多個社區長照據點，協助出院病人無縫接軌居家照護，讓回到社區的病人及地

方長者，享有共餐、送餐、喘息臨托及參加延緩失能的活動等常照服務。病人

從出院前 3 天就完成核定，與新北市衛政、社政資源結合，讓有需要後續照顧

的個案，一回家就能享有居家服務、醫療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