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底以來，全國討論最熱烈的若非選舉話題，就是非洲豬瘟防疫、

航空機師罷工等事件。事實上，我們應該要關心的，不該是那些充斥著政

治味道的議題，也不應是誰成了網紅? 誰的網路聲量最高的新聞? 民眾真切

需要的是能不能安居樂業、平安幸福。也因此，面對諸如防疫、工時合理

化等議題，人們在意的是爭取健康、平安的公約數，尋找最有效率、效益

的解方。

說到效率與效益，根據2014年HSBC針對世界各國醫療服務所做的調查

顯示，以「醫療品質」和「可負擔程度」指標來看，台灣遙遙領先成為全

世界醫療品質最高、民眾也相對負擔得起的國家──套用現代人在意的

「C/P值」來說，台灣醫療C/P值極高，但在這種令人欣羨的商數底下，其

實是矻矻不懈的醫護人員在支撐著；只要當班、上線即一刻不得閒且被各

種病痛呼求的工作情境，我們感謝醫護人員用他們的血汗，去締造國人幸

福的醫療品質。

2020年是南丁格爾女士200歲冥誕之年，世界衛生組織在2019年初即

提議將明年訂為「護理、助產年」，認同護理及助產人員是落實「全民均

健」的關鍵角色；國際護理協會ICN對此提案表示贊同，並認為對於護理師

的教育、人力資源發展皆有助益，也能擴大健康照護的覆蓋率。從「護士

小姐」到「護理師」，從輔助到專業分工、細緻管理，護理人才的培育以

及職涯發展、專業的發揮，不單只有時代演進的意義，更彰顯出唯有確立

護理的專業地位才能保障全民福祉。

慈月基金會自2012年以來，始終感謝護理從業人員對全民生命的守

護，我們一步一腳印地推動「南丁格爾獎」，多年來受到各方肯定及資源

支持，雖然過程並非一切順利，但若能給南丁格爾們些許的支持、能為社

會大眾盡點心力，我們已感到無比欣慰與光榮。五月是感恩偉大母親的時

節，也是謝謝所有南丁格爾們的時刻，慈月基金會謹以這個獎，向全國護

理師獻上誠摯的感恩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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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86.5歲榮民安養護機構，不因老耆殘障，仍舊積極推動預防保健及健

康促進，延緩失能，盡力復健成效卓著，迭有獲獎，她們團隊用心用力，

感動大家，因而擭獎。「樂生療養院」的「漢生病照護團隊」照護數以百

計病人，這群早年經受不盡符合當今防治醫學之道理，在人生里程，遭受

強制中斷原生家庭關係，阻絕社會互動，成為孤苦獨居的殘障人群，團隊

克盡照護職守，用心解決病人之傷口及肢能之失全，渠等克難式的問題解

決，頗人動容，是以獲得多數推荐為團體組的「特殊奉獻獎」。

    本屆「南丁格爾特殊貢獻獎」個人獎由來自蘭嶼張淑蘭護理師獲獎，她

民國83年中華醫專畢業，隨即返回蘭嶼家鄉衛生所，出任公共衛生護士，

有感族裡多數老人頻臨重症危急，有傳統文化禁忌，不同的習慣，缺乏適

當環境妥善的照顧及療養，身心兩害，是而拍攝「面對惡靈」，反映蘭嶼

醫療狀況，引進外界資源，改善族人醫療，後又費盡心力，歷經諸多挫

折，仍舊勇往直前，創設「居家護理所」及「蘭嶼居家關懷協會」，發揮

「自己人照顧自己人」，悲天憫人，莫此為最，獲得大家一致推荐。

    個人奉獻獎，22位候選護理師中，有9位入圍，經過激烈討論後，獲得一

致共識，由陳冠分護理師獲金牌奉獻獎，鄭聿淩及沈猷君護理師兩人同獲

銀獎，高麗雀、林紹雯及廖麗鳳護理師三人同獲銅獎，值得恭喜，唯其他

落選人不無遺珠之憾。

    服務嘉基陳冠分小組長關注原鄉居民的健康問題及醫療需求，成立部落

健康營造計畫，以飲酒、三高、肝炎、意外及醫療資源分配為重點，深入

社區，瞭解居民生活起居，將健康行為內化，終於改善吸菸及酗酒人口，

也實現WHO安全推廣中心六項指標獲獎，長年迭獲中央主管機關敘獎。

    在彰化縣線西衛生所鄭聿淩護理長先在中榮12年臨床護理服務，後獻身

醫療資源匱乏的偏鄉幾近10年，率領有限人力，為獨居老人及弱勢族群之

醫療需求及健康促進，積極改造，協調社區藥師及醫師支援無醫村，提昇

醫療可近性及偏鄉健康之不平等性，對糖尿病健康促進及照護品質及

    慈月基金會為感謝基層護理人員及團隊，長年奉獻傷病之臨床照護，澤

被國人，特別是關照偏遠地區的弱勢族群，勞苦功高，並藉以提昇我國護

理照護技術及護理品質，特別設置「南丁格爾獎」。從100年至今已歷八

屆。本屆受理推薦自107 年12月15日至108 年2月12日，共報名個人獎類28

人，團體獎類31組313人，經由資格初審後，每位申請人都經6位委員複

審。今年度委員有高靖秋理事長、王秀紅教授、賴裕和教授等資深護理前

輩、陳烱松先生及周燦德校長社會教育公正人士及醫界陳肇隆、余幸司、

林芳郁、李源德等教授參與評審。渠等從書面及佐証文件，詳實審查，就

奉獻事蹟(35%)、影響度(25%)、事蹟價值(25%)及獲獎記錄(15%)，分別計

分。本次評審仍堅守利害關係人迴避原則，每位委員分別審閱個人獎類約

19件及團體獎類約21件，評審以60-100分為給分範疇，並一一加註審核意

見，以為彙整得獎之根据。

    「南丁格爾」團體獎之31團隊，按照平均分數之高低，取六隊於108年3

月10日進行面談，每隊有15分鐘簡報，復有25分鐘接受委員詢答，釐清事

實內容，並將結果提供108年3月16日之決審參酌。本次決審另加請黃美智

校長、黃璉華教授、盧美秀理事長及吳明賢主任等顧問參加。經過二個多

小時的深度討論後，選出本年度的「南丁格爾獎」團體獎及個人獎如下:

    「臺大雲林分院團隊」在區域醫院層階首先開�我國「護理快速反應小

組」(Rapid Response Team )，及時關注高危險病人，有效降低非預期急救

之發生，減少加護病房之負荷，為諸多病危病人找回生機，獲得極高評

價。「國泰醫院之戒菸個案管理團隊」長年推動戒菸，營造無菸支持環

境，從個人、家庭及企業團隊，並深及學校、社區、職場、軍區等，成績

斐然，兩度獲得「全球無菸健康照護服務網絡認証」，有長效戒菸成績，

殊屬非易。「臺南榮譽國民之家」有「保健組護理團隊」，為300多位平均

2019 第八屆南丁格爾獎 評審紀實
執行成果，尤獲高度讚許。 

    臺大雲林分院沈猷君護理師以自己身家經歷，「甘願做、歡喜受、感恩

惜福」為己志，投入居家精神臨床護理23年，整合團隊及社區資源，建置

完整醫療服務，為病患提供安全環境及職能復健，其愛心、耐心、用心之

熱誠，猶比「南丁格爾」再世。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高麗雀主任從事護理工作有44年之久，從醫學中心轉

職地區醫院，從急重症照護，轉型推動長照及社區護理，有社區健康營造

及高齡健康促進，為我國第一家有醫療支援的老人關懷据點，其研發及創

意帶動高齡友善樂活之照護品質，足為護理典範。

    臺中醫院林紹雯主任從事護理工作有29年，從基層至護理主管，始終專

業精進及創新照護，出任衛福部醫管會執行秘書，建置「護理資訊系

統」，規劃及整合26家醫院跨院照護流程，守護病人安全，提昇醫療品

質。在臺中醫院規劃長照一條龍，以護理為照護核心的全國第一家全責式

老人日間照護中心、漸凍人長照區及中期照護病房。在不同的護理工作，

都有照護及管理的創意成績表現盎然，是以獲獎。

      臺北榮總廖麗鳳護理師從事器官移植協調，以高度熱忱，在業務之不確

定性及器捐之及時性，全時值班，運籌帷幄，力挽重生，其工作之艱辛，

不言而喻。她服務不只器官之捐、受者及病家，尚且協調院內、院外不同

團隊，更積極配合政策器捐教育，每年為數有5000人，其工作之執著及奉

獻之質量，都是揩模。

    綜觀今年各獲獎團隊及個人都有悲天憫人之心性，尊重珍貴的生命，以

照護病老，回復健康是神聖的使命，他們的奉獻精神，正彰顯了南丁格爾

的偉大情操；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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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共識，由陳冠分護理師獲金牌奉獻獎，鄭聿淩及沈猷君護理師兩人同獲

銀獎，高麗雀、林紹雯及廖麗鳳護理師三人同獲銅獎，值得恭喜，唯其他

落選人不無遺珠之憾。

    服務嘉基陳冠分小組長關注原鄉居民的健康問題及醫療需求，成立部落

健康營造計畫，以飲酒、三高、肝炎、意外及醫療資源分配為重點，深入

社區，瞭解居民生活起居，將健康行為內化，終於改善吸菸及酗酒人口，

也實現WHO安全推廣中心六項指標獲獎，長年迭獲中央主管機關敘獎。

    在彰化縣線西衛生所鄭聿淩護理長先在中榮12年臨床護理服務，後獻身

醫療資源匱乏的偏鄉幾近10年，率領有限人力，為獨居老人及弱勢族群之

醫療需求及健康促進，積極改造，協調社區藥師及醫師支援無醫村，提昇

醫療可近性及偏鄉健康之不平等性，對糖尿病健康促進及照護品質及

執行成果，尤獲高度讚許。 

    臺大雲林分院沈猷君護理師以自己身家經歷，「甘願做、歡喜受、感恩

惜福」為己志，投入居家精神臨床護理23年，整合團隊及社區資源，建置

完整醫療服務，為病患提供安全環境及職能復健，其愛心、耐心、用心之

熱誠，猶比「南丁格爾」再世。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高麗雀主任從事護理工作有44年之久，從醫學中心轉

職地區醫院，從急重症照護，轉型推動長照及社區護理，有社區健康營造

及高齡健康促進，為我國第一家有醫療支援的老人關懷据點，其研發及創

意帶動高齡友善樂活之照護品質，足為護理典範。

    臺中醫院林紹雯主任從事護理工作有29年，從基層至護理主管，始終專

業精進及創新照護，出任衛福部醫管會執行秘書，建置「護理資訊系

統」，規劃及整合26家醫院跨院照護流程，守護病人安全，提昇醫療品

質。在臺中醫院規劃長照一條龍，以護理為照護核心的全國第一家全責式

老人日間照護中心、漸凍人長照區及中期照護病房。在不同的護理工作，

都有照護及管理的創意成績表現盎然，是以獲獎。

      臺北榮總廖麗鳳護理師從事器官移植協調，以高度熱忱，在業務之不確

定性及器捐之及時性，全時值班，運籌帷幄，力挽重生，其工作之艱辛，

不言而喻。她服務不只器官之捐、受者及病家，尚且協調院內、院外不同

團隊，更積極配合政策器捐教育，每年為數有5000人，其工作之執著及奉

獻之質量，都是揩模。

    綜觀今年各獲獎團隊及個人都有悲天憫人之心性，尊重珍貴的生命，以

照護病老，回復健康是神聖的使命，他們的奉獻精神，正彰顯了南丁格爾

的偉大情操；令人敬佩。  

 

評審紀實評審紀實



第八屆南丁格爾獎 得獎名單第八屆南丁格爾獎 得獎名單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陳姝年、黃美玲、吳春桂、游文英、邱盈蓁

蘇家萱、潘美里、陳香君、陳炤瑀、楊雅君

魏芳君、劉錦蓉、洪怡蘋、蔡晏平、黃瀞誼

吳嘉玲、李舒卉、曾寶玉、羅玉玲、劉珍婷

李秀麗、黃芳瑜、傅秀貞、黃琬瑜、林佳穎

秦信蓮、江幸芳

護理快速反應小組

戒菸個案管理團隊

保健組護理專業團隊

機構名稱 服務單位獎項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

國泰綜合醫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臺南榮譽國民之家

金獎

銀獎

銅獎

團體獎得獎名單
團隊成員

嘉義基督教醫院 / 社區護理室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 護理部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 護理部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 護理科

臺北榮民總醫院 / 護理部

陳冠分 / 小組長

鄭聿淩 / 護理師兼護理長

沈猷君 / 護理師

高麗雀 / 主任

林紹雯 / 主任

廖麗鳳 / 器官移植協調師

機構名稱 / 服務單位獎項

金獎

銀獎

銀獎

銅獎

銅獎

銅獎

姓名 / 職稱

績優奉獻獎得獎名單

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 張淑蘭 / 居家護理師

機構名稱 / 服務單位獎項

金獎

姓名 / 職稱

特殊貢獻獎得獎名單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潘幸宜、鄭涵菁、吳麗玲、鄭貴香、邱麗鈴

姚貽玲、王瓊鈺、曾麗芬、林秀如、吳宜紋

許玉茹、吳佩庭、彭金枝、曾玉芸、鄭慧玲

伍錦韻、黃芷喬、林子瑄、洪敬純、陳嬿如

陳慈玟、郭世玫、陳亭宇、黃郁辰、張旬珍

連桂花、謝素娟、周建銓

漢生病照護團隊

機構名稱 服務單位獎項

特殊奉獻獎

團體特殊奉獻獎得獎名單
團隊成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護理快速反應小組

得
獎
理
由

臺大雲林分院護理快速反應小組首創「快速反應團隊」，扮演醫院重症急

性病患緊急支援照護的任務，，工作雖然艱辛，卻救人無數，是重症急性病患

的守護神。

團隊成員個個都是護理專技高超，急症照護經驗豐富，且具有高度熱忱的

護理人員。每年適時關注並照護12.76%出現臨床警訊的高危險病人，有效降低

住院病人非預期急救發生率由0.48%至0.19%；創設一般與加護病房功能間之

「中繼床位」，並協助共同照護及時紓解加護病床滿床壓力及護理師照護不穩

定病人的急迫感。致加護病房病人24小時內非計劃性重返比率由12.8%降至

9%。

本團隊並扮演院護理人員的堅強後盾，協助重症病人轉院護送，分享傳承

急性重症病患照護經驗，提升護理人員正向工作價值，創造優質磁性職場和留

任率。

茲以團隊之創舉及優異表現，貢獻台灣護理照護厥偉，特頒南丁格爾團體

金獎。

陳姝年(代表人)、黃美玲、吳春桂、游文英、邱盈蓁

蘇家萱、潘美里、陳香君、陳炤瑀、楊雅君

團體獎金獎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戒菸個案管理團隊

得
獎
理
由

國泰醫院戒菸個案管理團隊，結合了專任戒菸衛教師與受過菸害防制訓練

的疾病個案管理師，發展由病人到一般民眾的全面化的菸害防制推動模式，近

七年間，致力於校園、社區、職場、軍隊、醫院的菸害防制與戒菸活動，先後

開發青少年菸害防制衛教及光碟，有超過60場校園宣導，有效推動校園周邊商

家不賣菸給未滿十八歲之青少年。連結社區健康服務中心及鄰里長，辦理近百

場菸害防制宣導，倡導無菸家庭、社區、及職場。協助近50家職場及軍區戒菸

宣導、防制及訓練。

此外，該團隊另以資訊系統防制醫院內菸害，結合護理評估，篩檢出孕婦

或其家庭成員，以及病人的吸菸狀況，推動無菸家庭，使孕婦免受二手菸之危

害，結合疾病個案管理師協助吸菸病人戒菸，已帶領超過1500病人戒菸成功，

獲得國民健康署服務績優醫院戒菸成功王殊榮，並二度獲「全球無菸健康照護

服務網絡認證」國際金獎。

該團隊全方位的投入菸害防制，減低國人抽菸之危害，促進健康，成效斐

然，特予表揚。

魏芳君(代表人)、劉錦蓉、洪怡蘋、蔡晏平、黃瀞誼

吳嘉玲、李舒卉、曾寶玉、羅玉玲、劉珍婷

團體獎銀獎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南榮譽國民之家
保健組護理專業團隊

得
獎
理
由

臺南榮譽國民之家長期承擔照顧年邁住民的責任，不只提供生活照顧或就

醫需求的轉送，組成保健組護理專業團隊，在照顧長者經驗中，創新多項照護

服務，有拐杖及輪椅加燈-夜間安全走、尿布紙箱製作扣衣穿鞋組訓練手部精細

動作及釣魚樂促進人際互動，T型管加裝輪椅煞車減少煞車施力，床邊復健車，

在宅腳踏踩下肢訓練服務，輪椅籃球架訓練上肢活動。

對虛弱或多病高齡長者的跌倒風險，成立「不倒翁圈」監測及改善跌倒

率，自101年的0.41%降至107年的0.13%，獲198屆全國品管圈「優秀獎」及

「石川獎」。為約300餘人住民成立「展疫天使隊」，透過推動各項感染管制措

施，將群聚感染的風險，自101年至今零群聚感染。

長者體力日漸衰弱，持續健康促進活動，為延緩高齡長者失能，與成功大

學運動休閒系合辦「長者體適能運動班」，並且推動每日晨間健康操，也與臺

南市衛生局、社區、各大專院校、醫療機構等辦理健走、銀髮趣味運動會，有

效改善長者的體力，促進人際互動，營造樂齡新生活。 

由於臺南榮譽國民之家護理團隊的積極性，不因循茍且，開創諸多健康促

進措施，其照護成效優異，足為安養照護機構事業的標竿，是以獲獎。

李秀麗(代表人)、黃芳瑜、傅秀貞、黃琬瑜、林佳穎

秦信蓮、江幸芳

團體獎銅獎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漢生病照護團隊

得
獎
理
由

樂生療養院漢生病照護團隊由近30位護理師組成，該院創建於民國19年，

曾是唯一的公立漢生病防治與強制隔離機構，多年來漢生病照護團隊，護理人

員不懼社會異樣眼光及排斥，致力於照護因長期隔離仍存活，且多為獨居的百

餘位漢生病人，維持院民社會支持及日常生活所需，細心呵護因漢生病造成的

肢體殘障、感染與老化多重疾病問題，院民身心的傷口，在照護團隊視病猶親

的照護下，得以重獲溫暖與支持，對於已罹患漢生病之獨居年邁重病者，以安

寧照護支持，讓院民能舒適有尊嚴地離開。

該團隊致力推動公共防疫政策及照顧弱勢，多年來全台巡檢共476人，涵蓋

率95%。每年辦理漢生病防治教育，共訓練專業人員359人，並提高漢生病的篩

檢率及轉診疑似個案。在各縣市實施巡迴檢診時，針對病人、家屬、鄰居及一

般民眾，提供正確的預防知識，減輕社會對於該病的恐懼感，提升病患治療意

願。

樂生療養院漢生病照護團隊為照護漢生病之獨居病人，兼及健康促進，以

有限的資源，無盡的愛心，發揮南丁格爾精神，照護弱勢族群，特予嘉許。

潘幸宜 (代表人)、鄭涵菁、吳麗玲、鄭貴香、邱麗鈴、姚貽玲

王瓊鈺、曾麗芬、林秀如、吳宜紋、許玉茹、吳佩庭、彭金枝

曾玉芸、鄭慧玲、伍錦韻、黃芷喬、林子瑄、洪敬純、陳嬿如

陳慈玟、郭世玫、陳亭宇、黃郁辰、張旬珍、連桂花、謝素娟

周建銓

團體特殊奉獻獎



張淑蘭

居家護理師

1996.10~迄今 (總年資20年9個月)

雅布書卡嫩
居家護理所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 居家護理師 2017.05~迄今

晴安居家護理所居家 護理師 2012.09~2017.05

蘭嶼衛生所公共衛生 護士 1996.10~2011.02

張淑蘭護理師服務蘭嶼，年資20年9個月。民國83年中華醫專畢業，隨即

返回蘭嶼家鄉衛生所，出任公共衛生護士，在艾珂瑛修女「尊重病人與其文

化」的理念感召，認知族裡多數老人頻臨重症危急，有傳統文化禁忌，又因不

同的風俗習慣，以致長期缺乏妥善的照顧與適當的療養，身心狀況普遍不佳，

乃積極在傳統文化與現代醫療中，尋求改善之道，獨力推動一年多後，始終無

法滿足個案的需求，又憑她的心念與毅力，感動蘭嶼族群共同成立志工組織

「蘭嶼居家關懷協會」，發揮「自己人照顧自己人」的精神，照顧生病的族

人。張淑蘭護理師也與志工們分享居家護理照護技巧及工作經驗，頗有成效地

改善個案健康狀況。又為解決妥當照護環境，以供族人療養，積極尋求外援，

拍攝「面對惡靈」，反映蘭嶼醫療狀況，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後又創設「雅

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期間挫折連連，殫盡心力終於克服，渠勇往直前，不

畏困難，令人敬佩。張淑蘭護理師更且規劃專業的醫療團隊，以貼近在地需求

及病人本位的服務模式並與居家關懷協會配合，滿足蘭嶼居民不同的照護需

要，更計劃打造專屬安寧個案的「希望療園」，與宗教信仰結合，達到靈性照

護模式的「身、心、靈」全人照護。

張淑蘭護理師居家護理的照護精神，感動吾等，是以獲得大家一致推荐為

本屆「南丁格爾特殊貢獻獎」

個人特殊貢獻金獎個人特殊貢獻金獎



陳冠分

小組長

1988.08~迄今 (總年資30年5個月)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
嘉義基督教醫院/社區護理室

得
獎
理
由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社區護理室 小組長 2015.01~迄今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社區護理室兼老人醫學科 護理師

2009.08~2014.12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新生兒加護病房 護理師 2007.09~2009.07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社區護理室 小組長 2003.11~2007.08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社區護理室 護理師 1996.03~2003.10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新生兒加護病房 護理師 1988.08~1996.02

陳冠分小組長服務年資有30年，天性熱情外向，加入嘉基成立第一批志工

群團隊，民國85年轉調社區護理室，承接院內及阿里山各項業務，參與社區各

日間關懷站，推動老人健康促進活動。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到原鄉居民的健

康問題及需求，如飲酒、三高、肝炎、意外、醫療資源的不足等，因此於民國

87年即投入於阿里山鄉偏鄉醫療的服務，成立部落健康營造計畫，利用家戶普

查與民眾建立關係，共同解決最需要的健康問題，輔導社區居民自主推動改善

社區健康問題，如成立戒酒班、戒菸班、體適能運動⋯等。結合傳統美食的健

康食譜與傳統技藝的運動班，把健康行為內化至日常生活中，降低吸煙率與酗

酒人口數及肝癌的發生率，獲得肯定。所述諸多事蹟，由於成效卓著，連續榮

獲原住民部落及離島地區健康評比，原住民衛生保健工作-節制飲酒計畫卓越貢

獻，並獲頒山地醫療個人貢獻獎。

   陳護理師不畏艱難，深入偏鄉，為原住民的慢性病及癌症防治而努力，

以護理專業幫助需要的偏鄉族群，從生活習慣的改造下手，過程艱難，克竟成

功，是當今難得的護理師典範，是以獲獎。

簡
歷

個人績優奉獻金獎個人績優奉獻金獎



鄭聿淩

護理師兼護理長

1997.08~迄今 (總年資21年6個月)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得
獎
理
由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公衛護理 護理師兼護理長 2017.08~迄今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公衛護理 護理師 2009.11~ 2017.08

台中榮總 內外科病房及加護病房 護士 1997.08~ 2009.11

鄭聿淩護理長致力偏鄉公衛推展，借助有組織的社會力量，補衛生所人力

不足，以利協助預防保健措施，從「基層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協調

社區藥師與醫師至無醫村設站，提升醫療可近性，降低偏鄉健康不平等之處

遇；其承辦菸害防制業務，結合鄉內診所、牙醫、藥局，共同加入國健署戒菸

服務計畫，3年考評皆獲全縣第一，成為26家衛生所學習標竿。為照護弱勢糖尿

病友，爭取廠商免費提供血糖機，並接洽app廠商至所內教學，結合雲端創新服

務，病友使用app記錄血糖，改善照護連續性，獲選為創新服務標竿，成為縣內

各衛生所的學習典範。協助衛生所參加「提升糖尿病健促機構照護品質計

畫」，取得全國第一「創新標竿」、執行成果特優獎、收案率優等獎等殊榮。

有感於偏鄉經費短缺，利用競賽所得獎金全面更新所內血糖機49台，設置病友

借用流程，提供病友免費試紙100片，鼓勵在家測量血糖值，且考量偏鄉民眾普

遍經濟不利，另協助糖尿病中低收入戶申請免費血糖機及護足鞋。107年又以

「初診糖尿病的治療選擇」為推動SDM主題，大幅降低病友使用胰島素之疑

慮，成效斐然，榮獲《提升糖尿病健促機構照護品質計畫》創新特色標竿特優

獎、執行成果優等獎。為提供不便就醫民眾比巡迴醫療更便利的到宅服務，申

請「居家醫療整合計畫」，使弱勢鄉民免於就醫之舟車勞頓。

鄭聿淩護理長具悲天憫人之愛心，奉獻偏鄉醫療資源匱乏地區病患照護之

精神，誠令人感佩，特頒予南丁格爾獎。

簡
歷

個人績優奉獻銀獎個人績優奉獻銀獎



沈猷君

護理師

1995.08~迄今 (總年資23年6個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護理部

得
獎
理
由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護理部 護理師 2017.11~迄今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護理部 護士 2004.04~2017.10

署立雲林醫院 護理部 護士 1999.07~2004.03

省立雲林醫院 護理部 護士 1998.05~1999.06

省立雲林醫院 護理部 約聘護士 1995.08~1998.04

沈猷君護理師，以其身家痛苦經驗，堅持以「甘願做、歡喜受、感恩惜

福」為座右銘，投入居家精神科臨床護理23年，以愉快感恩的心到精神病人家

裡訪視，協助及教導日常功能、透過環境評估，提供安全居家環境，連結專業

服務及職能復健就業輔導計畫，是精神居家團隊的靈魂人物。

精神病人因為疾病因素服藥遵從性是影響疾病穩定的重要因素，沈猷君護

理師提供客製化服藥方式，強化個案服藥遵從性，並參與復健及生活照護，協

助個案回歸社會並穩定社區居民安全感，結合在地文化與社區資源、制定復健

計畫及轉介職能復健工作。沈猷君護理師非常熱心公益，擔任護理志工積極參

與院內外健康促進活動，整合愛心資源，提供給更需要幫助的人，因此獲選為

107年度社會優秀青年，其創新的服務內容也榮獲2018年「SNQ國家品質獎」。

沈猷君護理師秉持理念，將社區精神居家護理工作，昇華成為有護理價值

的志業，其護理的專業素養及服務熱誠，無出其右，足為護理界之典範。

簡
歷

個人績優奉獻銀獎個人績優奉獻銀獎



高麗雀

主任

1974.08~迄今 (總年資44年1個月)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護理部

得
獎
理
由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 護理部主任2004.03~迄今

臺北榮總護 理部腎臟科護理長1989.10~2004.03

臺北榮總 護理部腎臟科副護理長1982.05~1989.10

臺北榮總 護理部神經內科護理師1974.08~1982.05

高麗雀女士從事護理工作44年，民國93年由台北榮總急重症照護，調任關

渡醫院，投入社區營造與高齡健康促進。其領導護理部積極培訓社區志工，推

動預防保健，民國95年成立關渡老人關懷據點，作為社區護理照護的平台，建

立醫院與社區資源的連結，設計多元化之課程，滿足身、心、靈、社會層次需

求，並領導關渡醫院之專業團隊，提供社區長者健康諮詢、健康管理、獨居訪

視、共餐等活動。12年來關懷站長輩未曾有跌倒紀錄，年年體適能維持於理想

狀態。另外，亦發展世代融合的『代間活動』與『活化歷史』深入社區，辦理

『樂活列車趴趴go，就是愛串門子』，以及公益表演與競賽，103年開辦了美

術、陶藝、音樂律動等活化腦部，及強化手腦協調創意的課程，使關渡醫院成

為結合衛政、社政、教育與照護的關懷據點，每年評鑑皆優等，且列為健康署

觀摩據點，於101至107年間，國內外團體訪問團，共達75場次。

高女士以高齡健康促進理念為主軸，結合社區志工訓練與資源之運用，發

展社區長者照護平台，透過『關渡人月刊』以及國內外之研討會與媒體，積極

分享其經驗，為對於老人團體健康促進，建立諸多新式措施，可為國人健康老

化照護典範，特予表揚。

簡
歷

個人績優奉獻獎銅獎個人績優奉獻獎銅獎



林紹雯

主任

1987.07~迄今 (總年資29年1個月)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護理科

得
獎
理
由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護理科 主任 2012.10~迄今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護理科 副主任 2012.09~2012.10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護理科 督導長 2008.02~2012.09

衛生署臺中醫院 護理科 主任 2007.06~2008.02

衛生署臺中醫院 護理科 護理長 2004.06~2007.06

衛生署豐原醫院 護理科 護理長 2000.02~2004.06

衛生署豐原醫院 護理科 護理師 1993.08~2000.02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科 護理師 1991.07~1993.07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科護理師 1987.07~1988.12

林紹雯主任主動積極，身先士卒，全心全力投入護理工作近30年，從基層

的護士至大醫院護理主管，在護理專業的精進、對護理創新照護經驗分享的熱

情，其對護理的執愛精神，始終不懈，令人感佩。

林護理師優異的臨床照護經驗深獲器重，以知識管理理念轉譯以護理為核

心，多項創新管理措施和作業系統，協助衛福部跨院整合26家院際照護流程、

建立以護理為核心的「全人整合照護」模式、建立全國體系醫院最大資料庫大

數據，每月分析3000件以上異常事件及200件警訊學習案例，作為醫院風險管

理與異常改善基礎。發展23項疾病整合與照護模式，創新成立全國第一家「全

責式老人日照中心」、「漸凍人長照專區」、「第一家中期（急性後期）照護

病房」及「護理資訊系統」，並分享協助10家醫院資訊化，建置「護理品質指

標平台」、「護理考核平台」...等卓越表現，105年獲衛福部醫療品質策進會單

位推行獎銀獎，106年護理師全國聯合會「傑出護理人員服務貢獻獎」及多項潛

力獎、創新人獎、優良獎...等殊榮。

林紹雯主任在護理專業表現，護理專業知識的資訊管理的建置及應用，有

難能可貴的表現，殊堪為南丁格爾典範

簡
歷

個人績優奉獻銅獎個人績優奉獻銅獎



廖麗鳳

器官移植協調師

1989.09~迄今 (總年資29年5個月)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得
獎
理
由

臺北榮總 器官移植小組 協調師 2001.03~迄今

臺北榮總 內外科加護病房 護理師 1999.02~2001.03

臺北榮總 一般外科 護理師 198909~1999.02

廖麗鳳器官移植協調師服務年資29年，從護理師到擔任器官移植協調師，

協調多專科團隊，整合醫療資源，編寫急診醫療器官捐贈實務，及早協助介

入，提升潛在器官捐贈機會。擔任器官移植拹調師17年來，服務病人超過2,000

名，提供移植手術全人全程之持續性照護，為器捐業務極盡心力，無怨無悔，

每每使命必達，深得團隊成員、病人與家屬的信賴。

成立「心肝寶貝病友會」團體，籌辦病友身心靈照護活動，提昇器官移植

病人和家屬之自我照護及支持力，促發病友復原力，其有效推廣器官捐贈觀

念，獲有SNQ國家品質標章銅獎殊榮。

廖麗鳳護理師秉持信念，讓受贈者能夠從容面對重生後新生命的照護能

力，也照顧器官捐贈家屬的心理諮商與關懷，「因為有愛！」所以堅持不斷，

在推動器官捐贈的善舉，努力不懈，足為護理界之表率！

簡
歷

個人績優奉獻銅獎個人績優奉獻銅獎



 (依姓氏筆畫排序)

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第八屆南丁格爾獎評審委員會

評審 姓名 領域 服務機構 職銜 經歷

臺大醫院院長
台灣內科醫學會理事長

臺大醫院醫李源德召集人 名譽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院

台灣護理學會

護理王秀紅委員

教授

理事長

高雄醫學大學醫/教余幸司委員 講座教授

亞東醫院醫林芳郁委員 院長

醒吾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經營管理所

教周燦德委員

校長

講座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陳肇隆委員 名譽院長

財團法人
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社會陳烱松委員 董事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

萬芳醫院

護理高靖秋委員
理事長

社區副院長

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國家衛生研究院代理院長

臺灣皮膚科醫學院理事長  

高雄醫學大學

衛生署署長

臺大醫院院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院長

陽明大學副校長

教育部常務次長

教育部技職司司長

萬芳醫院護理部主任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部主任

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國民大會主席

台北市議會副議長

經濟部國營會副主委

總統府資政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院長

中國工程院 院士

長庚大學 教授



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第八屆南丁格爾獎評審委員會

評審 姓名 領域 服務機構 職銜 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暨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臺灣護理教育學會     

護理黃美智

教授

校長

監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教

醫

楊泮池

吳明賢

總顧問 教授

教授兼主任

臺大醫院癌醫中心護理部護理賴裕和委員 主任

中國醫藥大學醫療體系護理部門護理黃璉華顧問

顧問

顧問

執行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

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護理盧美秀顧問

監事長

理事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系暨

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 

台灣護理教育學會理事長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

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央研究院院士

臺大醫學院院長

臺大醫院副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校長

台北醫學大學護研所所長

中華民國腫瘤護理學會理事長

國際榮譽護理學會

中華民國分會理事長

臺大醫院中心護理部主任

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所

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

台大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台大醫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台大醫院內科部教授兼主任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護理人員防疫基金會董事長

台北醫學大學副校長

 (依姓氏筆畫排序)



感 謝

贊助金額500,000元整
陳景松 董事長

廖裕輝 董事長

贊助金額1,000,000元整

贊助金額300,000元整

贊助金額200,000元整

贊助金額100,000元整

贊助金額300,000元整

許   文 董事長
盈正豫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點將家

台北華國大飯店

黃子成 董事長
鎰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冠豪 律師

葉公亮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