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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頒獎表揚新北市第 7 屆「醫療公益獎」25 位得獎者 

市長朱立倫 11 日頒獎表揚新北市第 7 屆「醫療公益獎」25 位得獎者，以肯

定大家在崗位上默默的貢獻。朱立倫也趁著醫師節前夕，感謝共同為 400 萬的

市民健康把關的所有醫師們，醫師節快樂。有不少獲獎者的家屬也到典禮現場

分享榮耀與喜悅，場面熱鬧溫馨。 

朱立倫表示，有鑑高齡化社會需求，醫療服務供給模式將更多元，尤其整

體政策以在地老化為目標，分級醫療與雙向轉診的推動，即促使醫院與基層診

所間產生實質聯結，讓民眾在社區中獲得連續性照護，繼而拓展到預防保健與

長期照護服務。我們新北市已有多家醫院因而發展出各具特色在地化的健康照

護網絡，期望在各位醫界先進努力不懈的耕耘下，市民可長保健康，而醫療資

源能永續經營。 

同時因應人口老化，新北市大力推廣動健康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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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業團隊執行專為個人打造的運動計畫，提升長者健康餘命，讓長

輩保持良好的行動能力與生活功能，活出健康快樂。 

朱立倫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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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截至今年 10 月，新北市

有近 9,200 名醫師，以及 5,200 餘名呼吸治療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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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同仁，分別服務於 54 家醫院、3,000 餘

家中西牙醫診所及學校、衛生所等，謝謝大家共同為 400 萬的市民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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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並肯定在基層醫療、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及其他對醫療工作，或社會

積極奉獻的醫師或醫療機構，新北市衛生局在 101 年舉辦第一屆「醫療公益獎」

大型選拔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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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又將所有醫事人員納入評選對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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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各自單獨選拔。 

今年共有 58 位醫事人員及機構參與角逐第 7 屆醫療公益獎，由 18 名醫療

專業、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代表所共同組成之委員會，採初審及決審兩階段審

查，最後經 3 小時激烈討論評選而出 25 位個人獲奬；機構從缺。 

第 7 屆醫療公益獎醫療貢獻獎︰王火金、朱芳業、江漢聲、李志偉、李毓

芹、夏毅然、曾效祖、楊家瑞、蔡三郎、蘇旺裕；醫療教育研究獎：洪焜隆、

許永和、蕭仲凱；醫療特殊奉獻獎：林恆甫、趙祖怡；醫事服務貢獻獎：張婉

嫈、黃湘喻、詹美玉、劉清標、戴雪美、薛清香、藍弘慧；醫事教育研究獎：

林立峯、陳偉琪；醫事特殊奉獻獎：金美雲。得獎名單及事蹟，請至衛生局官

網 http://www.health.ntpc.gov.tw/查詢。 

 

資料詳洽：醫事管理科  楊時豪科長 (02)22577155 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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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夏毅然：台北慈濟醫院 牙科部主任暨口腔外科主任 

創下國內最年長及最年幼口腔癌手術紀錄的夏毅然醫師，就讀國防醫學院

時就因優異的成績被師長留任三總口腔外科及學校助教。深得病人信賴及學生

喜愛，獲國防醫學院優良教師頭銜。民國 82 年國防部獎學金到美國哈佛大學取

得博士學位。歸國繼續在三總貢獻所長，同時協助醫策會研擬制定牙科醫學生

畢業後國家訓練計畫。 

除了投身教育，夏毅然醫師也在三總致力於口腔顏面區域疾病的診斷與治

療，尤其是對口腔癌患者細心的照顧與診療，獲得民間團體選拔百大良醫的榮

譽。仁心仁醫，深獲肯定。 

民國 100 年自三總退休，夏毅然接下台北慈濟醫院牙科部，並且投身慈濟

人醫會。102 年開啟在瑞芳、貢寮、平溪、三芝偏鄉義診活動，帶領慈濟醫院牙

科部團隊，利用周末假期在大臺北地區上山下海，甚至連衛福部委由夏醫師訓

練的來臺國外醫師，夏醫師也「一視同仁」地邀約一同前往新北市偏鄉地區義

診，體驗並傳承人文醫療的慈悲精神。民國 105 年起，夏毅然定期每年到新店

陽光基金會植物人安養中心，為患者洗牙照護口腔健康。107 年增加頻率為每半

年一次。 

民國 104 年，擔任口腔顎顏面外科學會理事長的夏醫師，與花蓮慈濟醫學

院舉辦第 1 屆「口腔顎顏面外科學會顏面區域無語良師」臨床教學，迄今已邁

入第 3 屆。也在理事長任內推動多項國際學術會議，與韓國、蒙古等多國簽暑

交流協訂，提升臺灣口腔外科學術研究曝光度，積極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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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曾效祖：台北慈濟醫院 骨科主治醫師 

臺大醫學院畢業並結束住院醫師訓練後，曾效祖醫師先後在敏盛及臺北慈

濟醫院服務。2008-2009 年到美國 UCLA 進修脊椎外科，專攻困難重症脊椎畸形

矯正及失敗翻修手術。目前是國際脊椎側彎研究學會（SRS）國內僅有的 4 名會

員之一位。 

身為國內極少數專精嚴重脊椎畸形矯正及失敗翻修手術的醫師之一，曾效

祖針對高難度大角度複雜性脊椎側彎研發出一套「階段性後路矯正手術」採漸

進式矯正，避免傳統須進行開胸及頭環牽引，提高矯正效果及手術安全。也是

國內首先應用「全脊椎截骨術」治療脊椎側彎，民國 94 年迄今完成百餘例脊椎

側彎矯正手術。其中100度以上的嚴重複雜性 30餘例，平均矯正率達到 60-70%。 

曾效祖表示，這 30 餘例的嚴重複雜性脊椎側彎患者，不乏有國際醫療單位

轉過來的。有一例就是來自菲律賓 21 歲的女性患者。這位病患從小因 140 度的

嚴重複雜性脊椎側彎，不但無法舉重、爬高，也容易疲勞及呼吸淺快。透過兩

階段後路截骨矯正手術改善到 60 度。身高也由術前的 139 增至 154 公分，順利

回國繼續完成學業。 

不僅專精於臨床，曾效祖醫師在學術上的表現也不惶多讓。除 2016、2017

連續在臺灣脊椎外科醫學會年會榮獲演講論文第一名以外，近幾年更是頻頻獲

邀到各醫學會演講，深獲同業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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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貢獻獎】 

蔡三郎：新莊 永福中醫診所 院長 

藥學系畢業的蔡三郎，開設藥局並擔任藥廠業務接觸許多中醫師先賢後，

深感中醫學問浩瀚，毅然改變生涯規劃，於民國 80、81 年通過中醫師考試及實

習訓練，除了完成懸壺濟世的心願，也因為非來自正統的醫學院訓練，蔡醫師

在鑽研中醫理論之餘，將絕大的精力投注在中醫的推廣、傳承與發展。 

蔡三郎醫師在新北市中醫師公會擔任多年幹部後，民國 100 年被推舉當選

公會理事長。由於當時正值國內中醫診所推拿及調劑人員爭議高峰，蔡三郎代

表公會奔走於政府主管機關及立法委員之間，經無數次的深夜會議、公聽會與

說明會，完成規劃近期、中期及長期目標，呼籲建立中醫推拿人員教考用制度，

適時保障傷科輔助人員及調劑人員權益。 

擔任理事長期間，蔡三郎號召會員成立全國第一個醫師志工隊-「新北中醫

志願服務隊」與新北市衛生局、社會局及慈濟多次合作義診，足跡遍及新北市

各角落。另與富邦簽訂醫師業務責任險，讓會員得以專心執行醫療業務，避免

外來因素影響診療品質，頗獲會員好評。 

民國 101 年，蔡三郎大膽地為公會在新北市舉辦第一次全國性國醫節慶祝

大會，邀請千餘位海峽兩岸及國際中西醫專家學者，來臺共同探討中醫的科學

性與針灸的臨床應用，傳承中醫藥文化與發揚針灸臨床療效。另一方面也陸續

與新加坡、韓國、日本交流展示臺灣在中醫深耕多年的成果，以及簽訂姊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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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MOU，推動中醫發展邁向國際化。 

自民國 102 年起，新北市中醫師公會小神醫華陀營與衛生局每年暑期的小

神農之旅合併辦理，結合行政、臨床又有 DIY 及趣味互動遊戲，使得每年報名

大爆滿，如今已須要開闢兩個梯次。儼然成為小朋友暑期活動標竿；也讓中醫

藥下向扎根，將正確的中醫藥養生觀念深植在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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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教育研究獎】 

許永和：雙和醫院醫務部主任、腎臟內科主任 

民國 97 年雙和醫院創立即前往擔任腎臟內科主任的許永和，從建立腎內臨

床教學研究，到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慢性腎病、重症透析加護及基礎臨床轉

譯研究等，一路篳路藍縷、從無到有，其中血液透析在民國 99 年得到國內首家

國家品質標章，民國 101 年更成立國內第一個慢性腎病防治基金會。 

民國 100 年，許永和帶著中和區腎友關懷協會走入社區，醫院 10 多位醫護

人員及協會 10 餘名志工，每隔兩周的周二晚間 6 點到 9 點半，在各里活動中心

為民眾從基本生命資料建立、問卷前後測試、抽血驗尿到預防腎病講座及有獎

徵答，順利完成雙和地區民眾腎病流行病學資料。 

許永和醫師此舉不僅創下國內醫院主動結合地方力量下鄉作慢性腎病防治

實務之先例，獲國健署徵召立書並獲總統表揚，並據此成果在民國 101 年成立

國內第一個慢性腎病防治基金會，匯集社會各界力量，將下鄉健康促進的腎病

防治模式，由雙和出發，包含新北市貢寮，由都市到偏鄉，推展至全國各地。 

在臨床創新研發上，許永和以細胞及動物實驗證明血液透析瘻管與糖尿病

血管病變之保護機轉與效用，應用遠紅外線照射末期腎病變洗腎病人瘻管，來

預防狹窄與栓塞；同時發現遠紅外線在傷口癒合及預防皮膚老化之效用。這項

發現已與臺科大及業界合作，開發新式遠紅外線瘻管照護儀及穿戴式治療裝置，

目前處臨床試驗與專利技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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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方面，許醫師自 2004 年起發表 SCI 論文 57 篇。主要是以細胞及

動物研究提供急性腎衰竭預防與治療之基礎及臨床研究，另以急慢性腎衰竭動

物模型及其相關研究帶領科內後進醫師從事基礎及臨床醫學研究，也指導國外

來臺攻讀博士的醫師。2005 年起獲國家型研究計畫補助 10 件，也主持多項臨床

試驗。獲 2004 亞太高血壓青年醫師研究獎、2011 臺北醫學大學師鐸獎、2013

臺北醫學大學學術研究臨床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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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特殊奉獻獎】 

林恆甫：亞東醫院 門診部主任、外科部創傷科主任 

臺大畢業服役陸軍裝甲師 2 年醫官期間，因多接觸、治療執勤時受傷的弟

兄，讓林恆甫醫師對外科治療產生興趣。退伍後在臺大醫院擔任住院醫師，921

震災後首日，追隨副院長林芳郁深入南投災區搶救，被災區淒涼景像震撼，從

中深刻體會國內外傷醫療及災害搶救制度的不足，也因此跟急診創傷醫學有了

不解之緣，更為臺灣外傷醫學貢獻卓著。 

民國 90 年甫結束臺大住院醫師訓練，林恆甫隨即被亞東醫院院長朱樹勳網

羅，並於翌年奉朱院長派任前往以治療外傷名聞國際的美國亞特蘭大葛雷迪醫

院，專攻在臺灣尚處於披荊斬棘階段的外傷醫學。由於臺灣當時還盛行以外科

各次專科來治療多重外傷病人，容易陷入見樹不見林的困境。在美國汲取外傷

整合治療團隊的觀念，林恆甫 91 年學成一回國馬上在亞東醫院付諸實行。 

一回到臺灣，林恆甫在醫院全力支持下隨即創建「外傷小組」由 4 名外科

系醫師專門接受急診啟動。此制度改變亞東的外傷醫療治療模式，打破傳統外

科以器官分科的觀念，由外傷小組訂定緊急啟動條件，外傷小組一經啟動，病

人就由團隊接手治療。小組目前有 15 名外科系主治醫師，以團隊力量 24 小時

接續處理重大外傷病人，在院死亡率 13.5%，達到國際治療水準，成效斐然。 

隨著外傷團隊獲得肯定，林恆甫醫師積極參與新北市及全臺外傷防治與教

育推廣工作。每年舉辦高級外傷救命術訓練課程，向年輕醫師傳授外傷治療觀

念；另每年舉辦外傷教育課程，對象是各醫院外傷團隊的醫護人員，也針對消

防局 EMT 救護人員進行多重外傷病人臨床處理教學與訓練，為新北市外傷教育

紮根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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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貢獻獎】 

張婉嫈：部立臺北醫院 職能治療師 

張婉嫈民國 85 年臺大職能治療系畢業後即進入部立臺北醫院服務，迄今逾

22 年。期間協助院方重新規劃治療空間、91 年完成全新職能治療部門，到進修

取得碩士提升自我以及在相關領域發揮專業能力；組織病友聯誼會；從事教學、

教材編撰提攜後進；規劃協助辦理國際性研討會，提升我國復健專業形象與國

際地位等，張婉嫈治療師此次獲獎，實至名歸。 

民國 91 年張治療師已被醫院復健部門依為肱骨，也是教育部門不可或缺的

指導專家。92 年規劃院方早期發展遲緩兒童評估與療育服務模式，同年獲衛生

局審查通過，101 年接著通過國健署發展遲緩兒童聯合評估中心認證；張老師同

時也長年協助新北市教育局專業服務，擔任新北市政府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

鑑定安置會議委員，是遲緩兒童及身心障礙學童最專業的避風港。 

20 多年來張婉嫈除了在院服務病患、給弱勢學童提供專業指引及保護，對

提攜後進同樣不遺餘力。民國 91 年擔任院方職能教學計畫主持人，是新北市第

一家指導全時實習職能治療學生的公立教學醫院；101 年擔任醫院評鑑暨醫療品

質策進會新進醫事人員教材編輯，協力編寫「職能治療教材」一書，並巡迴全

臺演講，促使醫院提升復健醫療品質。 

因應政府長照計畫，張婉嫈刻正協同醫院物理治療師及醫護同仁，計劃申

請「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長照衛福據點」在院旁國健署歸還的民樂樓 1、2、

3 樓設立失智症日間照護中心及預防延緩失能計畫社區照護據點；以及擴建「兒

童發展聯合評估與早期療育中心」嘉惠服務更多弱勢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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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服務貢獻獎】 

藍弘慧：恩主公醫院 呼吸治療師 

原畢業於護理科系的藍弘慧，在機緣下一頭栽進呼吸治療領域。從原先在

恩主公醫院呼吸治療科，然後在臺北醫學大學呼吸治療學系接受完整學術教育，

擔任呼吸治療師共達 25 年。期間主責規劃恩主公成立呼吸治療室並通過區域教

學醫院評鑑及 ISO-9001 評鑑，是醫院呼吸治療部門的靈魂人物。 

隨著國內人口老化的照顧需求，藍治療師為了將呼吸治療室從急性重症呼

吸照護轉進長期居家呼吸照護，前往國內首創胸腔復原治療室的長庚醫院觀摩

學習，於民國 95 年在醫護團隊共同努力下籌劃成立胸腔復原治療室，適時為三

峽、鶯歌廣大塵肺症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提供個別化呼吸、咳嗽技巧指

導、吸入型藥物衛教指導、呼吸醫療輔具評估與應用指導等。 

接受多年嚴格的成人/兒童呼吸治療重症照護訓練與完整的正規學術教育，

深獲同行肯定的藍弘慧治療師連續 2 屆獲選新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理事長，帶

領公會積極配合參與衛生局政策推動，甫於今年 3 月成立「新北市呼吸居家照

護工作小組」將醫療機構與居家護理所間的呼吸照護加以垂直整合，也將開辦

呼吸復能工作坊，讓更多民眾能及時接受專業的呼吸治療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