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新北市第 8 屆「醫療公益獎」頒獎表揚典禮。首先恭喜 25 位得主及新
店耕莘醫院。也趁著醫師節前夕，謹代表 400 萬市民感謝醫師們，醫師節快樂。健
康，不僅是幸福的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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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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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個角落為市民健康把關。

   為鼓勵並肯定積極奉獻的醫師或醫療機構，新北市自 101 年開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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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師及藥師因人數眾多，故單獨選拔。今年有 61 位醫事人員及機構
角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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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經 3 小時激烈討論評選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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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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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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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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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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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政策的推動及硬體更新，醫療照護最終還是需要「人」。投入的是人，照
顧的對象也是人，這就是各位的偉大。有全體醫事人員的無私奉獻，社會才能達到
在地安養、在地老化的終極目標。再一次恭喜大家、感謝大家。

市 長 的 祝 福

新北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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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國棟　院長　
民懷牙醫診所

林幸玟　主任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

洪芳明　部主任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許惠春　院長
博新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郭英雄　部主任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黃茂栓　部主任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楊緒棣　副院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詹益能　院長
德昇中醫診所

蔡鉅儒　院長
蔡鉅儒診所

鄭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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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者依姓氏筆劃排序 

洪思群　主任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高芷華　主任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陳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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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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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國城　副院長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吳美玉　醫事檢驗師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周汝姍　語言治療師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徐子銘　物理治療師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張勝昌　技術組長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陳婉萍　醫事檢驗師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蔡尹泰　技術組長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蘇逸欣　技術組長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吳銘哲　組長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侯沂錚　營養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程素玲　呼吸治療師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新北市第 8 屆醫療公益獎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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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國棟
民懷牙醫診所

民國 83 年畢業於中山醫學大學牙醫系，遂服役於憲兵隊醫務所擔
任牙醫官，於服役期間可以學有所用，完全專注於服務官兵牙科診
治的工作，讓醫療觀念技術得以延續深入。退伍後，進入亞東醫院
擔任住院醫師兩年，奠定醫療技術基礎之根本。87 年成立「民懷牙
醫診所」擔任院長一職迄今 21 年，期間曾於新北市牙醫師公會擔
任監事、理事，並於 107 年擔任常務監事至今。

● 積極參與新北市衛生政策推動，包括「新北顧齒月」、「嘉惠第三胎 0-6 歲掛號費減免優惠」、「中

低收入戶老人假牙裝置」、「新北市牙醫巡迴醫療車計畫」等。

● 90 年參與新北市牙醫師公會所號召的「415 醫療團」義診活動，至偏鄉地區國小提供學童口腔衛

生保健巡迴醫療，並於 91 年起加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牙科醫療缺乏地區改善計畫，固定

在貢寮、雙溪區的國中小提供巡迴醫療服務，持續迄今。

● 100 年起投入貢寮澳底保健站的牙醫醫療站的成立並看診至今，另也參與多項牙醫福利政策的推

動，並於 108 年榮獲「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特殊貢獻獎銅質獎」。

● 參與學校的口腔衛教宣導活動，改善學童們的口腔衛生情況，持之以恆的維持學童的口腔衛生。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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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幸玟
新北市深坑區衛生所

民國 83 年畢業於台北醫學院醫學系，先後服務於臺大醫院及新北
市立聯合醫院，88 年進入深坑區衛生所服務，94 年升任主任一職
迄今。積極投入居家照顧及安寧醫療，107 年配合長照 2.0，設立
A 個管單位，帶領所內護理師推動居家護理業務，要求每位護理師
均執行居家護理；隔年再設立 C 據點，讓失智及肌衰長者每日可至
衛生所動腦動身，社交互動。

● 97 年整合眼科及營養師資源，支持所內護理師參加糖尿病衛教學會衛教師認證，積極教導民眾使

用胰島素，隔年即通過國健署評鑑，成為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後續亦持續通過複評維持認證。

● 積極配合新北市衛生局政策，推行來所民眾便捷癌篩，99 年榮獲全國金所獎卓越獎。

● 積極推動防疫工作，99 年成為新北市第一家加入潛伏結核感染治療計畫的衛生所，除了診治深坑

區的患者外，也協助他區轉介的患者。

● 每年與深坑區所有診所聚會，活絡診所間的聯繫，由深坑衛生所擔任社區醫療群執行中心，與社

區醫師及轉診醫院保持良好的互動。107 年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評核醫療群預防保健、

轉診、固定就診率等項目，榮獲家庭醫師整合照顧計畫特優。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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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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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自中國醫藥大學畢業後，隔年即至亞東醫院服務迄今 25
年。在胸腔內科訓練期間，因接觸許多重症病人，了解重症醫學可
以拯救更多病人的安全，故投入重症醫學之行列，積極參與新北市
及全臺重症醫學的推廣工作，率領亞東醫院成為新北市第一家重度
級急救責任醫院。除重症醫學外，也積極投入器官捐贈移植、病人
自主權利法的推動，不遺餘力。

● 93 年起擔任醫院器官移植委員會執行秘書，積極推動醫院器官移植及捐贈相關事宜，總計服務

250 位捐贈者，成功捐贈出身體可用器官及組織，合計受贈個案 417 例，受贈人數合計 396 位，

並於 103 年起擔任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董事，協助全臺器官捐贈教學及政策制度的建

立。

● 協助小兒外科團隊執行小腸移植術後照顧，獲得第七屆台灣兒童醫療貢獻獎。

● 協助亞東醫院創建新北市第一個含多學科團隊之外科加護病房，並建立加護病房各項標準化照護

流程，逐步提升加護病房照護品質，使感染率降低至 4.57‰、平均住院天數僅 5.98 天及粗死亡

率只有 4.88%，符合國際醫療水準。

● 105 年起擔任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秘書長，編撰《2017 台灣重症病人之 CRRT 處置操作手冊》、

《2017 台灣成人重症營養臨床照護共識》及《2018 台灣成人 PADIS 治療中文共識》，讓臺灣的

重症醫學多學科合作更向前邁進一步。

● 106 及 107 年擔任提升急重症及加護病房轉診品質提升計畫審查委員，並於 108 年起接受衛生福

利部委託擔任緊急醫療能力分級制度評鑑重症章節條文編修委員及評鑑委員，致力於提升各醫院

重症處理能力。

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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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惠春
博新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民國 73 年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後，即立定志向選擇小兒科別，
遂申請到臺北馬偕醫院接受小兒科專科訓練。79 年完成訓練，便開
始投身到基層醫療服務，至醫療資源較為匱乏的雲林縣執業，且定時
支援虎尾若瑟醫院門診及照護中心，並配合當地衛生局與基層兒科輪
值地區醫院的大夜急診，開創基層醫師共同守護偏鄉的急診業務先
例。86 年回到新北市創立博新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以親切、服
務、博愛為宗旨，展開至今已 23 年的社區醫療服務。同時於看診空
檔努力進修，於 90 年取得臺大公共衛生學院預防醫學系碩士學位，
提升照護社區民眾健康的深度與廣度。

● 積極參與兒童常規疫苗接種、成人流感疫苗接種及社區鄰里設點接種。

● 每季配合衛生所推廣四癌篩檢，結合社區里民共同參與，安排乳攝及子抹車到場服務。

● 配合政府長照政策，在醫療群內推廣「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及「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

計畫方案」。

● 每半年與中和區合辦基層醫師醫政說明會，邀請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及各委員會幹部說明即時

的各項醫療法規及配合的衛生政策推展。

● 輔導新北市各區基層診所加入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並提供實用之衛教教材或影片，組成共聘營養

師團隊，支援各項行政手續，使糖尿病病患可以接受完整而優質的醫療照護。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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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英雄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民國 56 年自臺灣大學牙醫學系畢業，入伍擔任預備軍官 1 年，於
隔年錄取臺大牙科住院醫師，負責牙科病房及口腔顎面外科學教
學。67 年自日本國立東京醫科齒科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受聘
為臺大醫學院牙醫學系講師。由講師至教授，論文著作百餘篇，臨
床病例報告 300 多篇，主要教授牙科材料學、牙科藥理學、口腔解
剖學、口腔顎面外科學、口腔植體學等課程。96 年獲亞東紀念醫院
聘任牙科部及口腔顎面外科主任，積極推展牙科部業務。

● 配合醫院的理念及善盡社會醫療責任的宗旨，持續提升醫療品質的使命，帶領牙科部成立口腔顎

面外科、牙周病科及口腔病理科等專科醫師訓練機構，提升新北市牙科醫療水準。

● 62 年起即已投入植牙材料的研究，67 年起自創及引進日本、美國、瑞典等植體於臺灣牙醫界，自

創品牌長達 19 年，其他亦有 40~50 年成功案例。

● 84 年開創「中華民國口腔植體學會」並擔任第一屆理事長，現為顧問，關心植牙的醫療糾紛，常

為診所之後送醫院，解決植牙的後遺症。

● 積極推動口腔癌防治，首創本土臺灣口腔癌活過 5 年以上者達數百人，最高年齡有百歲人瑞，並

著書「臺灣口腔癌存活 5 年以上者抗癌心聲」5 冊，於 108 年獲得臺灣醫學會 (SCI) 的通過刊登

「Clinical outcomes of oral cancer patients who survive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 Taiwan」。

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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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茂栓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民國 80 年在北醫附醫牙科部完成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訓練及總
住院醫師的訓練，後來至新光醫院牙科部服務 18 年，帶領新光醫
院口腔顎面外科、牙周病科、家庭牙科及牙髓病科等成立專科醫師
訓練機構。97 年起至雙和醫院牙科部服務，從創科初期一路走來，
協助醫院建立牙科部完整人力及醫療制度，並發展特殊牙科與社區
口腔健康服務，提供最專業、最高品質及符合患者需求之牙科服務
並致力牙科醫學教育推廣。

● 研究植牙相關的生醫材料系列與臨床人體試驗，如人工牙根、人工骨粉應用，臨床轉譯與產學合

作模式為方向，102-106 年發表國際期刊 SCI 文章 17 篇。

● 105 年代表雙和醫院以「特殊需求口腔服務模式」獲得第 40 屆世界醫院聯盟 (IHF) 社會責任獎，

在世界衛生舞台為臺灣爭光。

● 帶領雙和醫院牙科部團隊提供發展遲緩兒童全人口腔照護醫療，106 年兒童牙科「慢飛天使口腔

照護」獲 SNQ 國家品質標章。

● 帶領雙和醫院牙科部特殊需求口腔照護中心，提供身心障礙者口腔醫療服務的可近性，協助照護

者及身心障礙患者口腔保健教育，建置身心障礙牙科醫療服務網絡，推廣鎮靜麻醉與全身麻醉門

診，使身障患者得到更加優質的醫療服務，並通過 99-107 年 SNQ 國家品質標章。

● 106 及 107 年分別榮獲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學術研究優良獎及優良教師獎殊榮。

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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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緒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民國 74 年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系，於臺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完
成泌尿科的專業訓練。期間認真研究疝氣的解剖學和病理學，84 年
赴美國學習兒童泌尿科，引進尿道下裂新手術 (Tubularized incised 
plate urethroplasty) 入臺灣，89 年赴比利時根特大學學習兒童泌尿
障礙與尿失禁等相關知識，並於 92 年取得醫學博士，發表相關論文
近百篇。目前為台北慈濟醫院副院長及慈濟大學泌尿科教授，同時也
是兒童下泌尿道功能障礙團隊的領導人。

● 103 年被推薦擔任世界兒童尿失禁協會理事暨標準委員會主委，是臺灣首位擔任世界兒童尿失禁

協會理事的醫師。

● 現任臺灣男性學醫學會理事、尿失禁協會理事，並任亞洲泌尿道感染醫學會副理事長、亞太兒

童泌尿醫學會秘書長及接任亞太兒童泌尿醫學會理事長、臺灣泌尿科醫學會期刊 Urological 

Science 主編等。

● 帶領台北慈濟醫院泌尿科團隊，研究發現兒童膀胱功能障礙是尿液逆流及反覆感染的重要原因，

首創「兒童餘尿及適宜膀胱容量的標準」，102 年在亞太國際泌尿醫學年會上經世界兒童尿失禁

協會 (ICCS) 認可，訂為新世界標準值。經診斷後，可透過正確尿尿姿勢、適量飲水、早期如廁訓

練等習慣的改變，減少 95% 的手術，並透過藥物、排尿姿勢、復健及手術等 4 種治療方式，使兒

童泌尿道感染復發率僅有 5%，遠低於國際統計數據的 30%。

● 104 年結合院內身心科成立 K 他命整合性治療門診，提供一站式治療服務，治療因 K 他命濫用造

成膀胱萎縮等問題。

副院長



10

詹益能
德昇中醫診所

自民國 80 年中醫師特考及格後，即投入醫療行列。82 年創立德昇中
醫診所，開始長達近 30 年的醫療服務生涯。在看診忙錄之餘，仍不
忘進修自我，於廣州中醫藥大學修得博士學位，並於 108 年考取輔仁
大學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91 年加入新北市中醫師公會理監事團
隊擔任理事一職，參與各項活動籌劃，並將中醫耆老之診療精華彙整
成冊，於中醫會刊雜誌中刊載傳承。

● 籌辦多次國醫節大會，結合海峽兩岸及國際的中西醫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中醫的科學性與中醫針

灸的臨床應用，傳承中醫藥文化與發揚針灸臨床療效，推動中醫發展邁向國際化。

● 擔任新北市中醫志願服務隊督導，帶領志願服務隊輾轉各地，讓更多地區可獲得即時的醫療服務，

發揚中醫濟世救人的心願。

● 107 年起結合教育局進入校園推廣「健腦護鼻操」，藉由幾個常見穴位按摩，改善學童鼻過敏症狀。

亦規劃節氣藥膳養生的直播，題材為一般民眾也可以輕易理解的 24 節氣，也結合了傳統「藥食同

源」的概念，經有專業中醫師鑑定後，才將最適宜的藥膳資訊傳達給收看的民眾。

● 建構臺灣「安心中藥」，舉辦中藥鑑別能力課程，培養中藥同道的相關知識，與藥廠合作推動安

心中藥的包裝制定，並致力於藥材品質管制，使民眾都能安心的使用中藥材。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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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鉅儒
蔡鉅儒診所

民國 78 年自中山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於臺中谷關化學兵群擔任醫
務所主任醫官，後因醫師高考分發至署立基隆醫院擔任內科醫師，取
得內科專科醫師資格後，於 84 年在新莊開業，迄今 24 年。87 年創
立國際扶輪社 3490 地區新莊中央扶輪社，擔任創社社長，並於新莊
盲人重建院義診提供視障朋友免費醫療服務及健檢。隔年，921 地震
開放診所免費為新莊地震災民服務、縫合傷口，提供醫療照護。多次
參與海外開發中國家偏鄉義診，到無邦交的國家，從事有意義的國民
外交義診，為國家盡一份心力。

● 積極參與新北市衛生政策推動，包含推廣居家照護計畫、糖尿病照護、癌症篩檢、戒菸門診等，

並參與生命連線照護社區醫療群。

● 92 年擔任國際扶輪社第 3490 地區助理總監，成為扶輪基本巨額捐獻人，為扶輪社撲滅世界小兒

麻痺，貢獻心力。隔年，於希臘雅典奧運的班機上緊急救援一位希臘籍乘客。

● 102 年發動扶輪募款，捐贈心臟急救 AED 6 臺給新北市衛生局，嘉惠新北市的民眾，能在最短時

間，接受救命的 AED 治療，在黃金時間先急救心臟疾病。

● 104 年八仙塵爆事件發動扶輪社勸募，捐獻 1 臺最新款的 BET Primus RS 復健儀器，給 627 燒燙

傷復健中心，主要應用在燒燙傷各項疾病的職業復健、功能訓練、工作強化等治療上。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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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祥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民國 66 年自臺大醫學系畢業後，即投入國泰綜合醫院外科照護行
列，後續經歷臺大醫院、亞東紀念醫院、馬偕紀念醫院等之外科歷
練與服務，97 年返回亞東醫院擔任外科教授兼院長室院務秘書，
98 年擔任副院長迄今。在 40 餘年的外科醫師生涯中，全心投入肝
癌照護及肝臟移植領域，並將治療經驗發表多篇醫學論文刊登於國
際期刊，全力推動癌症防治及篩檢，並成立跨領域照護團隊，為病
患做最佳的照護。

● 組織及領導院內「肝臟移植團隊」進行肝臟移植，於 98 年 3 月完成首例屍體肝臟移植手術，99

年 9 月成功完成新北市第一例活體肝臟移植手術。

● 配合國家防癌政策，督導院內「癌症篩檢推動小組」，積極提出各項方案，帶領亞東醫院於 99 年

至 107 年屢屢獲得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及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之表揚及各種癌症「績效卓越」獎

項。

● 帶領與督導院內「癌症防治中心」，監控各項品質與成效，於 99 年、104 年通過「癌症診療品質

認證」A 級，108 年再次通過「肝癌症診療品質認證」。

● 現為「社團法人新北市防癌協會」理事長，為新北市癌症病患及家屬推廣身、心、靈等全方位的

照顧，並提出「防癌關懷全程支持方案」之計畫，以幫助弱勢病患，支持癌友家庭，使病人重燃

希望。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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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思群
佛教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民國 85 年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於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
擔任住院醫師期間即發表多篇病例報告於 SCI 期刊，有感於透析
是唯一可以延續末期病患生命並改善其生活品質的治療，選擇進入
腎臟次專科。94 年台北慈濟醫院啟業後，接下開院第一任腎臟內
科主任的重擔迄今。除慢性腎病照護外，亦專精透析中靜脈營養和
腸道衍生尿毒素等特殊領域，亦是臺灣第一位獲得美國腎臟醫學會
Fellow(FASN) 殊榮的醫師。

● 94 年引進 24 小時連續性血液透析濾過術 (CVVH)，並使用乾粉線上泡製的重碳酸鹽透析液，減低

透析液污染的機會，提升血液透析治療的潔淨度和品質。

● 領先全國所有醫療院所，在台北慈濟醫院推行以腹膜透析作為腎臟替代療法的首選治療模式，提

出「PD First，Patient First」的口號，鼓勵照顧者或親屬協助執行腹膜透析治療，提升了臺灣腹

膜透析的普及率，並推廣到東南亞國家，也更因此於 98 年榮獲國家醫療品質標章獎的肯定。

● 107 年帶領同仁榮獲國健署提升腎臟病健康促進機構照護品質計畫特優獎和醫策會 SDM 醫療機構

實踐運動績優獎。

● 根據臨床試驗和臺灣的貧血治療經驗，領先國際的貧血治療指引，提出目前公認的血紅素治療標

的和診斷鐵缺乏的指標，並應邀為美國腎臟醫學會雜誌撰寫社論評述。

● 在貧血、慢性腎臟病藥物治療和營養的研究上有許多重要的突破，並將成果運用於臨床，獲刊登

於國際腎臟醫學期刊，獲得高達數百篇國際學者的引用，也被寫入國際慢性腎臟病治療指引。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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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芷華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民國 83 年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系，88 年進入改制前臺北縣立三重
醫院，任職腎臟內科主治醫師，隔年升任為血液透析室主任，三年
期間服務透析患者人數從每月約 70 人次成長至約 700 人次。91 年
轉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任職腎臟內科主治醫師。100
年迄今擔任臺灣法布瑞氏症病友協會義務醫療顧問。104 年創立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多囊腎腎友協會，並擔任理事長至今。106 年轉任
至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擔任教學部主任。 

● 致力於腎臟病相關研究及教育推廣，發表於 SCI 期刊之論文及病例報告 50 餘篇，並自 103 年起

舉辦多場多囊性腎臟病國際研討會。

● 104 年至今積極參與偏遠地區健康促進計畫，多次主辦偏鄉義診，服務地區包含離島地區、屏東、

臺東等地。

● 106 年參與籌備新建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並配合提升為民服務品質暨衛生宣導計畫，於院

內辦理醫療品質課程；亦參與長期照顧整合計畫，安排 PGY 學員至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社區

醫學暨長期照護部接受訓練。

● 曾擔任臺灣腎臟醫學會腎臟與透析雜誌編輯委員會委員、臺灣腎臟醫學會腎臟移植推廣委員會委

員、臺灣醫學教育學會「師資培育及 OSCE 計畫」工作小組委員及臨床技能評估模式及一般醫學

臨床教學實務訓練輔導計畫工作小組委員。

● 悉心照護多囊腎病友，提供醫療及諮詢服務，目前於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照顧多囊腎病友逾

70 位，於中華民國多囊腎腎友協會照顧病友總數約達 200 位。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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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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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系，先後服務於臺大醫院、恩主公醫
院及馬偕紀念醫院神經外科。91 年畢業於臺灣大學法律系，102 年
取得解剖學暨細胞生物學博士。現為馬偕紀念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及
醫學教育部副主任，藉由醫學教育，傳承與培育更多新秀，同時積
極參與醫學會活動並從事學術與教學研究，曾擔任第八屆臺灣神經
脊椎醫學會監事、臺灣神經血管外科與介入治療醫學會常務監事及
理事迄今。

● 於新北市執業神經外科醫師共計 19 年，臨床服務工作繁重，每年平均至少執行 30 例腦瘤手術、

10 例動脈瘤與 200 例脊椎手術等，一年總手術次數超過 400 例，在神經外科領域占有顯著份量。

● 在臨床工作之外，曾參與院內首次與外交部國合會合作之國際醫療團，前往南太平洋友邦吉里巴

斯，成功將臺灣醫療擴及至海外友邦，並多次接受來自當地轉診之病人，為其施行高難度腦部及

脊椎手術。

● 為提升新北市腦中風與創傷性腦外傷照護品質，擔任神經外科主任期間，參與醫策會醫療照護評

鑑，並配合新北市政府推動急性後期照護品質計畫政策 (PAC) 及參與「新北市腦中風居家照護整

合計畫」，針對由急診收案之中風住院個案，評估收案及追蹤銜接長照，以達到有效的疾病控制

與治療目的。

● 擔任院內醫學教育部副主任，規劃院內法律與倫理組教師培訓計畫，在教學品質與師生互動優異，

獲選 106 年學年度醫學系優良教師。

● 積極進行基礎與臨床研究，研究領域包含神經再生、基因編輯、腦瘤與脊椎手術，108 年已有 8

篇 SCI 原著論文發表，其中有 5 篇為第一作者與責任作者。

主任



16

陳 芸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民國 84 年畢業於臺灣大學醫學系，先於臺大醫院外科部服務，後
進入亞東醫院外科部執業，96 年取得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同
年接任亞東紀念院教學部主任迄今，現為教學副院長。致力投入醫
學教育工作，同時積極參與新北市衛生政策推動，辦理各種教育活
動，也邀請專家學者至醫院演講推廣，協助亞東紀念醫院的失智共
照中心之成立，並提供日間照護。

● 致力於小腸移植之研究，以動物實驗成果獲衛生福利部許可執行小腸移植人體試驗，以優秀的試

驗成果使衛生福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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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也制定

了居家全靜脈營養的標準作業流程。

● 建立全臺灣唯一的小腸移植團隊，透過跨領域團隊合作，帶領小腸移植團隊於 102 年獲國家生技

品質獎銅獎，與連續 4 年的國家生技醫療品質標章，也於 106 年獲頒台灣兒童醫療貢獻獎的醫療

團隊獎。且個人亦獲得 101 年有庠傑出教授獎及 105 年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醫療典

範獎的殊榮。

● 在治療腸衰竭病患部分，共進行 23 次小腸移植手術，也是亞洲近年執行小腸移植最多的中心，成

果也最好的，全體病患 5 年存活率達 60.9%。並接受全國各醫學中心外科醫師前來學習，期待小

腸移植的技術能造福全國人民。

● 致力發展創新醫學教育模式，提供多元教學活動，並舉辦多項新北市唯一特色訓練，如「假如我

是病人」全人照護體驗學習及「靈性照護與安寧照護電影賞析與書籍導讀」線上系列課程等，並

獲歐洲醫學教育學會的高度肯定。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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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國城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民國 74 年畢業於國防醫學院，89 年於新店開設血液透析診所 ( 洗
腎診所 )，因緣際會下，與一位病患共同捐助成立「財團法人武秀
蘭教育基金會」，藉由基金會的設立，幫助新店地區貧困的中小學
生，並爭取基金會生長激素費用補助 150 萬，使弱勢洗腎孩童長高，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目前擔任輔仁大學附設醫院研究副院長暨
腎臟科主治醫師、臺灣腎臟醫學會理事長、亞太腎臟醫學會理事及
國防醫學院及三軍總醫院內科學系和腎臟內科合聘教授。

● 鑑於慢性腎臟病盛行，與臺灣腎臟醫學會前理事長林裕峯教授，於 100 年共同發起成立「財團法

人腎臟病防治基金會」，期望積極從事腎病的研究及拓展腎病的防治工作。

● 舉辦腎臟病衛教防治活動，每年服務民眾超過萬人，對於腎臟病防治衛教工作，提供良好示範功

能，對提升民眾腎臟病防治成效顯著。

● 在腎臟醫學領域，針對副甲狀腺、維他命 D 及腎臟病骨骼病變，躍居於全球領先的地位。持續不

斷的有良好的學術論文發表，並注重產學合作，分別與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理工學院等進行跨

領域研究。

● 105 至 107 年間，擔任坦桑尼亞醫療團團長，以「改善坦桑尼亞偏遠部落懷孕婦女與幼兒的健康」

為宗旨，前往東非坦桑尼亞馬賽部落進行醫療志工服務。希冀達到「降低當地嬰兒出生死亡率、

提升當地民眾醫療衛生觀念」的目標。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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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玉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民國 80 年於中台醫事技術專科學校畢業後，遂即任職於亞東紀念
醫院臨床病理科服務，經歷門、急診及血清免疫與細菌檢驗業務。
工作中持續學習，93 年取得臺北醫學大學醫學技術學系學士學位。
95 年取得感染管制師證書，96 年與血液透析室、醫學工程室共同
進行「血液透析用水菌落數改善專案」，改善用水品質，增進病人
安全。108 年 5 月受聘擔任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醫院感染管制查
核委員。

● 100 年起推動病房終期消毒環境檢測專案，運用微生物採檢，協助落實病床清潔消毒並進行稽核，

協助制定「病床及周圍環境終期消毒作業程序」，確保病人就醫環境潔淨，增進病人安全。

● 101 年為防治醫療照護相關退伍軍人病，推動醫院供水二氧化氯消毒系統，並驗證此法為安全且

經濟有效的消毒方法，平行推廣到其他醫院，是全臺灣第一家採用此種消毒供水系統之醫院。

● 103 年專案改善團隊榮獲醫策會第十五屆醫療品質獎主題類主題改善組潛力獎，並將相關研究結

果發表於感管學會、Journal of Hospital Infection 及第七屆亞太感染管制國際會議 (APSIC2015) 。

● 105 年起，每年與院內內視鏡中心共同舉辦「內視鏡醫療器材作業品質提升研討會」，推廣內視鏡

正確清洗消毒方式並開放實地參觀，與全國醫療院所進行經驗分享，共同增進病人安全，加強醫療

服務。

醫事檢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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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姍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民國 92 年加入亞東紀念醫院復健科服務，迄今 16 年。94 年起擔
任復健科小兒團隊語言組長，積極參與早療聯合評估及 97 年成立
的早期療育中心籌備，持續努力至 102 年兒童發展中心成立，提
供新北市發展遲緩兒童整合式服務。多年來投入早療評估及治療工
作，參與明倫基金會早療家族衛教講座及相關家長團體衛教、協助
到宅、外島療育支援工作，推動早療不遺餘力。

● 積極配合政策推廣，參與及推動早期療育評估與療育工作、衛教講座、到宅、外島等工作支援安

排及長照 2.0 居家復健服務，規劃組內人力，全力推展語言治療師參與居家吞嚥治療。

● 協助院內於 94 年取得衛生局核定為發展遲緩兒童評估鑑定醫院，同年，成立早期療育跨領域專業

醫療團隊，開辦早期療育聯合門診，與專業團隊成員一同為新北市孩子的療育需要而努力。

● 95 年起接受社會局委託辦理「早療到宅服務」，深入偏遠鄉鎮提供遲緩兒童相關療育服務，是全

國首創醫療院所進入社區提供療育之創新服務。

● 95 年起指導語言治療實習學生，為臨床教學工作的開啟，並以培育優秀治療師為己任，帶領臨床

治療師加入教學行列。

● 107 年連結影像醫學科、耳鼻喉科、復健科醫師、語言治療師，組成吞嚥團隊並不定期召開討論會，

提供吞嚥障礙病人跨團隊的專業服務。

語言治療師



20

徐子銘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民國 95 年於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畢業後，即任職於衛生福利
部樂生療養院復健科，主要負責照護漢生院民及物理治療教師與學
員之教學整合與規劃，對教師與學員的課程規劃多以長照相關衛生
政策、復能服務內容及社區物理治療等業務做擬定方針，並於 108
年取得輔仁大學跨專業長期照護碩士學位。

● 擔任院內物理治療 PGY 計畫主持人，並獲衛生福利部 104 年第四屆提升全人醫療整合服務暨

PACE & PAC 國際科技研討會，以「電子化表單推動急性後期照護試辦計畫成效 - 以地區醫院為例」

之海報發表。

● 擔任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理事期間，主辦新北市物理治療之跨專業復能學術課程，藉由課程來

提升物理治療在新北市居家復能之專業品質。

● 積極參與新北市衛生政策推行，負責居家復能團隊業務，107 至 108 年間，總服務人數高達 380

人、1178 人次，服務區域擴及五區 ( 泰山、新莊、樹林、五股、土城 )。

● 負責延緩失能計畫之課程規劃及安排，107 年代表院內參加社區預防及減緩失能團體績優選拔，

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頒發「長者健康管理獎」。

● 積極致力於偏鄉醫療服務，透過義診、居家拜訪及走村等方式，了解居民的生活型態與初步篩檢，

並提供居家環境與輔具需求評估，並給予當地民眾專業的衛教與建議，期能讓專業的醫療與長照

資訊，給真正有需要的民眾。

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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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勝昌
佛教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民國 80 年畢業於元培醫專放射技術科，退伍即進入林口長庚醫院
放射科服務，於長庚醫院服務 11 年的時間，學習更多專業技能方
面的知識，也加強影像處理的技能，並利用在職進修機會完成大學
之學業，以提升自我之價值。93 年轉任服務於台北慈濟醫院影像醫
學部擔任技術組長職務，完成醫院啟業前的各項準備，也參與了各
項評鑑工作的準備。目前仍於中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進修，
盼能從不同領域吸收新知，來擴展本業新的視野。

●  90 年於第 13 屆放射技術年會發表「螺旋式電腦斷層及工作站在環椎與軸椎外科固定術的應用」、 

98 年於第 42 次年會學術研討會暨第 11 回東亞學術交流大會海報發表「電腦斷層在睡眠呼吸暫停

症候群的應用」及「電腦斷層掃描成像技術診斷嬰幼兒先天性氣管狹窄」。

● 102 年至今擔任「新北市基層醫事放射機構游離輻射防護品質輔導計畫」委員，協助衛生局輔導

新北市基層放射機構的輻射防護品質。

● 推動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體驗營，讓北區高中職學生了解放射技術領域，並擔任醫事放射職類教

學計畫主持人、完成基層醫事機構實地訪視與輔導儲備委員培訓。

● 曾擔任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 3、4、6 屆理事及第 5 屆常務理事，並於 98 年起參加偏鄉醫療

服務，推動社區癌篩、乳篩等。

技術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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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萍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民國 88 年自臺北醫學大學畢業後，進入國泰醫院就職。96 年獲得
提拔前往汐止分院擔任生化免疫組組長，期間經歷了 TAF 初次認
證與 2 次延展認證並協助科內順利通過醫院評鑑、教學醫院評鑑。
104 年擔任檢驗科微生物組組長期間，順利完成結核菌實驗室獨立
進排氣重大工程，106 年起擔任檢驗科之品質主管兼教學負責人，
負責兩年期新進人員與實習生之課程安排設計與醫策會培訓計畫質
量性指標提報。

● 積極管理微生物實驗室，改善檢驗流程，並開發新項目 (FUNGUS 藥敏試驗、C. difficile toxin 

gene screening)。於 105 年更換新的、更準確的 TB PCR 方法 (Gene Xpert)，除了更快速產出

報告，也提供器捐檢體可操作急件 TB PCR 之業務。

● 籌組並主持院內 107 年度 HQIC( 品管圈 ) 活動，邀請多位護理科主管與 NP 共同進行提升院內滿

意度之品質改善計畫，除了得到良好成效外，亦獲得院內優等獎與全國品管圈大會優等獎等殊榮。

● 擔任教學負責人期間，努力改善教學流程與教學津貼等事宜，讓受訓的新進人員都具備合格的檢

驗技術以執行檢驗工作，榮獲兩屆的優良教師。

● 積極管理實驗室，改善檢驗流程，協助抽血檯之增設，大大縮短病人等候抽血時間，並協助院內「健

康認證醫院」作業，新增高齡友善抽血櫃檯，優先服務有抽血需求之高齡患者。

醫事檢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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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尹泰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自 97 年至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迄今共 11 年，一路從急診組醫檢師，
血清病毒組醫檢師 ( 操作 HLA typing 協助院內器官移植 )，到 101
年接任微生物組技術組長 ( 接受 ISO15189 實驗室認證 )。102 年參
與抗生素管理計畫，在三年的計畫內，被聘任為抗生素管理計畫評
/ 稽核委員，一同協助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進行其計畫之建立及
推廣之執行，同時由於院內醫學檢驗科進行實驗室擴建，共同設計
一校三院唯一之病毒檢驗室，以利服務更多新北市的民眾及照護其
健康。

● 102 年起協助微生物組所提供之所有檢驗服務，皆須取得 TAF 認證，並每 3 年定期藉由外部稽核，

作為實驗室精進之措施，以確保穩定及優良之檢驗品質。

● 103 年起協助院內進行防疫雲建置，並即時將相關檢驗資訊上傳至疾病管制署，以利防疫規劃。

● 105 年起擔任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諮詢委員，藉此提升醫學實驗室生物安全及

保存之觀念，並利用工作之餘至大專院校，教授相關之觀念，以傳承各級實驗室安全之經驗。

● 103 年起帶領組內同仁多次參加國際性會議，並於 107 年臺灣醫事檢驗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發

表之學術論文海報「透過分子檢驗加速細菌型感染性腹瀉之診斷」及「利用分子檢測技術偵測陰

道炎病原菌之評估」，獲得優秀論文獎。

● 106 年起擔任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醫學領域技術專家及評審員，協助醫學實驗室能力提升及

稽核，藉此提升新北市醫學實驗室檢驗品質。

技術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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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逸欣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

自民國 92 年於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放射系畢業後，至花蓮縣萬榮鄉
衛生所服役兩年半，奠定了公共衛生服務之基礎。退伍後至臺北市
立萬芳醫院服務，96 年轉任亞東紀念醫院，延續教學研究方面，繼
續深入學習且開始接觸教學醫院評鑑相關條文事項，並學習如何做
研究、寫文章及撰寫研究計畫。106 年轉任雙和醫院擔任組長職務，
負責管理影像醫學部相關行政業務、協助規劃教學相關事務，另為
改善臨床照護狀況，帶領部內團隊成員參與品質改善活動及競賽並
獲取多種獎項。

● 97 年開始擔任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學會理事一職至今，於學會服務過程中致力於推動各項學術課程，

建立學會之專業課程制度，依循此制度開課，使放射師及其他醫療人員皆可獲取最新且最專業之

資訊。

● 研發臺灣首創「全方位站立式檢查防跌裝置」，主要使用優點為「簡單」、「方便」、「輕鬆」、

「防跌」，以達到全方面預防跌倒。

● 推動團隊資源管理 (TRM) 於臨床之應用，帶領部內同仁針對工作中之不良事件進行改善方案，不

僅順利降低不良事件發生率，更獲得院內、外許多獎項肯定。

● 致力於推動各項品質改善活動，除部內改善活動外，團隊也參與院內、國內及國際競賽，於 107

年獲得國際品管圈 (QCC) 大賽金獎殊榮。

● 106 年協助原子能委員會推動透視品保作業，擔任制定非年度透視 X 光機品保作業程序之委員，

完成「透視 X 光機品保程序書」，以提供未來各醫院正式上線運作時使用。

技術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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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明哲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民國 94 年畢業後即考取放射師證照，97 年進入亞東紀念醫院放射
腫瘤科服務，在教學研究方面，因應臨床需求，陸續在學會發表研
究論文數篇，配合醫院核心能力發展提升自身技能，不論是在院部
科亦或是新北放射師公會中，皆獲得主管的信任；在全院醫事人員
能力進階擔任執行秘書，在放射部內擔任教學負責人，負責全院放
射師繼續教育及師資培育課程業務，並擔任放射腫瘤科組長一職。

● 為讓新北市的民眾能在網站獲得更多相關腫瘤治療的資訊，主動完成建置放射腫瘤科的官方網站，

將科內各項醫病共享的輔助決策工具逐步放到網頁上，再搭配醫師解說做為病人治療選擇時最佳

的參考工具。

● 致力於放射治療全人醫療教育的教案設計，特別發想設計病人體驗課程，讓實習學生能從病人的

角度，體驗病人於放療前製作固定模具時的感受。 

● 考量治療病人相對虛弱的特性及需求，加上治療機無法降低的特性，發想設計專用之上下床輔助

踏凳，並取得專利（專利字號：新型第 M569224 號，新型名稱：上丶下床輔助裝置）。

● 因應放射治療控制室的屏蔽特性，設計開發「放射治療用無線生理監測設備」( 專利申請中 )，讓

放射師能於治療過程中即時發現異常狀況並進行處理。

● 98 年參與亞洲第一例利用導航螺旋刀進行「全骨髓放射治療」。 101 年與科內同仁協力完

成世界首創之「全皮膚導航螺旋斷層放射治療」，其臨床治療結果發表在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國際期刊。

● 105 至 108 年協助科內螺旋刀放射治療團隊，以「螺旋刀放射治療團隊－品質創新追求卓越」榮

獲「SNQ 國家品質標章認證」。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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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沂錚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民國 96 年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系碩士班，遂進入台北
慈濟醫院營養科擔任營養師，期間認真於專業知識及技術的取得，
並且樂於於各研討會中分享臨床案例，在任職期間榮獲院內臨床教
師證書、全人教師證書，負責指導新進營養師，並於 103 年擔任臺
北醫學大學教育部部定兼任講師。同年進入臺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
學系博士班攻讀，並進入臨床研究的領域。

● 積極參與新北市衛生醫療活動，曾多次假日參加台北慈濟醫院舉辦之新北市瑞芳、貢寮、三芝、

雙溪等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義診。

● 有鑑於糖尿病前期與糖尿病患者除血糖高於一般人之外，其營養攝取與飲食行為的修正、腸道功

能是否已開始出現病變，甚至是腦部結構是否已開始出現變化，都需要嚴格監控，故研究主要是

針對糖尿病前期與糖尿病患者進行上述目標的介入。

● 在職期間發表過國內學會論文兩篇、國際學會論文十篇、一篇非 SCI 原著論文及國際期刊 SCI 論

文六篇，其中一篇發表於 MEDICINE ( 投稿接受時此期刊 IMPACT FACTOR 為 5.723 分）。

● 分別於 103 年及 105 年獲得台北慈濟醫院醫事人員類研究績優獎第一名。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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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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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年畢業於弘光護專，踏進護理臨床職場後，直至淡水馬偕
紀念醫院神經內科，深受呼吸治療專業吸引，毅然投入呼吸治療領
域，並接受多年的專業訓練，服務更多發生呼吸困難及照護需求的
病人，迄今將近 30 年。87 年，擔任中華民國呼吸學會第七期呼吸
治療專業人員實習指導老師，隔年榮獲學會「優良實習導師」獎。
97 年起，擔任馬偕醫院呼吸治療技術主任，負責規劃推動「心肺復
原衛教室」的成立，提供需要呼吸功能改善及肺部復原病人良好的
就醫環境。

● 參與院內出院準備小組，提供出院後需居家用氧或呼吸器病人的衛教工作及協助民眾醫療輔具申

請諮詢，讓病人出院後照顧能不中斷。

● 98 年成立心肺復原衛教室，並培訓單位「長照小組」成員積極參與「馬偕健康日」，為民眾篩檢

潛在慢性呼吸問題，轉介就醫並鼓勵運動、促進健康，讓呼吸治療專業深耕重症外，更能推展至

社區長期呼吸照護服務。

● 成立高擬真與 OSCE( 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 模擬教學小組及研究與實證小組，並予以培訓，使團

隊整體素質向上提升，並於 107 年以應用高擬真假人模擬「基礎呼吸照護評估與處理」情境教案，

榮獲臺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教案設計類優等獎。

● 取得「部定講師」、美國心臟學會 (AHA) 與院內臨床技能中心「基本救命術」指導員資格，提升

自我教學能力及擴展醫療保健的貢獻範圍。

● 擔任大學呼吸學系實習生的臨床實習規劃與教學負責人，並擔任技能中心師培講師，期間繼續接

受臺灣呼吸治療學會各類別專業訓練，取得「一、二級進階呼吸治療師」證書，且陸續完成「長

期照護醫事人力」完整課程。

呼吸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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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耕莘醫院自民國 57 年創院以來，秉持天主教會
基督博愛濟世精神之宗旨，建立全方位醫療照護
體系，並以「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的四全
照顧精神提供服務，促進民眾健康，期許建立四
全健康照護的典範，提供醫學中心級的服務，成
為天主教會醫院的楷模，且協助輔仁大學籌設成
立醫學院及醫學系，與耕莘健康管理專校緊密合
作，成為兩校之第一教學醫院，肩負醫療、教學
及研究等三大任務。

● 102 年成為衛生福利部醫療服務國際化認證之醫療機構；103 年經衛生福利部核定為活體肝臟摘

取、移植醫院，並通過 105 年度癌症診療品質認證。

● 103 年承辦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成立「新店碧潭公共托老中心」，為新北市第一家公共托老中心，

提供輕中度失能或失智老人日間照顧服務；107 年成立新北市第一家失智長者團體家屋，提供失

智症患者及家屬有更完善的照護網絡。

● 107 年通過緊急醫療能力急救責任醫院評定為「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並配合新北市政府衛生

局推動失智共照網及腦中風區域化照護網絡，持續為民眾提供更優質的急難重症醫療服務。

● 107 年組成「天主教耕莘居家醫療照護團隊」，對因失能或外出就醫不便的個案，透過團隊討論

及與各職類個管師合作，提供專科醫師到宅診療的服務；108 年亦配合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政策承

接「新北市安寧緩和照護社區網絡計畫」，建立後援服務機制及基層服務單位之連結，提供末期

病患安寧照護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