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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開始在南台灣肆虐的登革熱及後來的大地震，到目前全台

警戒的流感，醫護現場的工作者始終保持高度戒備，為民眾的身心照

護無私奉獻；在對他們心疼不捨之餘，同時感恩更多的國人同胞仍然

健康，維持正常的生活。

我們不管是幸運地維持健康，或是因為受到妥善照顧而恢復元氣

，最辛苦的就是在醫護前線直接承受各方壓力的護理人員。雖然我的

母親幾十年前因為缺乏妥善醫療照顧而病逝，但我在基金會成立後，

便希望能透過『南丁格爾獎』的舉辦，化思念為感謝，感恩為全台灣

人民奉獻的白衣天使。

除了流行疾病、防疫、公共衛生等工作，台灣這兩年即將進入「

高齡社會」，依照推估，將於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老年人口

將高達人口比例20%！我們幾乎是全世界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但台

灣準備好了嗎？長照政策目前準備到什麼地步了呢？在政府政策完備

前，其實我們的護理團隊早已動身深入社區服務，率先落實「在地老

化」的理念。尤其在非都會區、醫療資源不足的地方，醫護團隊的移

動式服務顯得珍貴且重要，這也是我們今年特別想跟社會大眾強調的

：『長期照護、在地老化』，護理人員在這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為

關鍵。

在疾病、生死議題之前，我們需要嚴肅以對，也需柔軟謙卑；有

太多我們無法掌握的事，也有更多我們需要感謝的人、守護的雙手。

母親節之前，慈月基金會感謝偉大的護理人員，感謝每一份在護理前

線永不熄滅的熱誠。

創辦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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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爾誓言：「在神面前，終生純貞奉守照護職責，戒免傷損

他人、誤用有害藥物，竭盡個人所知所能，提升專業水準，照護所有

家庭，忠誠協助醫師診療工作，也躬身奉獻我承擔的照護。」慈月基

金會於民國101年設置「南丁格爾獎」，用以彰顯臨床護理人員的專

業與奉獻。本獎項設立至今已邁向第五年，五年來總計獎勵團體獎12

家醫院、團體得獎人135人，績優奉獻獎及特殊貢獻獎等個人獎48人，

深獲各界重視。

本(105)年度共邀請醫護專業及社會公正人士等9人擔任評審委

員，包括資深護理領導人─前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

事長現任全聯會監事長盧美秀教授、台大護理部賴裕和主任、成大醫

學院護理學系暨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黃美智教授；醫學教授─台灣大

學楊泮池校長、國衛院代理院長高雄醫學大學教授余幸司、亞東醫院林

芳郁院長和我本人；以及社會賢達─醒吾科大周燦德校長、總統府陳

烱松資政等。評審委員們以醫護專業及豐富經驗，分別就臨床專科特
色、護理照護模式規劃、護理專業創新研發、提升護理照護品質、維

護病人安全、具體奉獻事蹟、特殊貢獻⋯等面向評選，期以發掘「南

丁格爾」典範，有助我國實用的臨床護理水準提升。

根據105年度南丁格爾獎推薦辦法，自104年12月14日至105年

1月20日受理推薦期間，共有團體獎35組328人報名，個人獎32人報

名。通過初審合格者，計有團體34組323人、個人獎31人進入複審。

複審階段，每件審查件均奉行利益迴避原則，首先請評審委員在1月

25日至2月18日期間進行線上審核，3月5日舉行複審面談。3月12日舉

行決審會議，9位評審委員選出團體獎部分─3組得獎團體及團體得獎

人42人，個人獎部分─績優奉獻獎8人、特殊貢獻獎2人。

第五屆南丁格爾獎團體獎得獎者包括：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社區

健康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愛滋照護團隊、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腫瘤個案管理小組。個人組績優奉獻獎得主有

黃美惠(桃園醫院)、趙素妙(豐原醫院)、許彬彬(金門醫院)、郭明娟(國

泰醫院)、楊宜霖(馬偕醫院)、高雅玉(萬芳醫院)、吳宜萃(北榮)、張雪

吟（三總）等8人；而個人組特殊貢獻獎由莊苹(北市聯醫)、吳虹蓮(台

東醫院)等2人獲獎。

今年團體組獲獎的典範事蹟，包括在偏遠地區長期建立居家護理

及照護孤苦貧困長者；為無端遭受剝奪醫療人權的愛滋感染者找到安

身立命之處，做人性個管照護，提供新的人生希望；建置系統及科學

的腫瘤個案管理團隊，進行標準化及個別化的長期照護等，發揮團隊

精神，提供全方位照護模式，更加凸顯南丁格爾護理照護價值，讓人

敬佩。

另外，有關個人組績優奉獻獎及特殊貢獻獎部分，她們都在專業

領域分別奉獻二、三十年以上，或建置區域安寧照護標竿，或推展慢

性腎病創新照護品質，或不捨離去矢志守護離島故鄉，或推動護理資

訊專業獲國內外肯定，或整合燒燙傷團隊並發展安寧照護，或進行長

照及居家護理資訊科學應用，或建立腫瘤化療衍生肝炎感染病毒活化

之預防，或完成災難救援任務締造零死亡率佳績，或長期致力愛滋防

治博得愛滋天使美譽，或服務偏鄉守護老弱及獨居老人等等。這群白

衣天使有功勞、有膽識、有智慧，充滿人性照護，澤及眾生，令人感

動。

今天受獎的個別護理師及團隊，不只「貢獻護理專業」，也「奉

獻護理志業」。「貢獻」意即發揮自我專業智能照護需要的人；而「

奉獻」則是善用自我專業智能服務需要的人，照亮別人，尤其不眷戀

己身安危及利益，執著信念，毅然決然出手行動，不是一時，而是長

續，正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感召。今天所有「南丁格爾

獎」的獲獎者，都在護理專業中，以熱誠之心、萬能雙手，發揮服務

人生真諦，行使一股偉大奉獻力量。

老子曾言：「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有餘，既以與人己愈多。」

意即聖人無私無欲，以虛無為體，以無為為用，所以愈幫助他人，自

己愈充足；愈給予他人，自己愈富裕。以此觀點，無論是現代護理創

始人南丁格爾；抑或歷屆南丁格爾獎得主，都是無私奉獻、救死扶傷

的護理典範。在此，除感謝林保雍創辦人的愛心贊助以及評審們的辛

勞付出外，更恭喜實至名歸的機關團體及個人得獎人。在即將到來的

「護師節」前夕，謹向我國十四萬勞苦功高的白衣天使們致上最崇高

的敬意！

 慈月基金會
「2016南丁格爾獎」評審紀實及賀詞

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講座教授

李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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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格爾」典範，有助我國實用的臨床護理水準提升。

根據105年度南丁格爾獎推薦辦法，自104年12月14日至105年

1月20日受理推薦期間，共有團體獎35組328人報名，個人獎32人報

名。通過初審合格者，計有團體34組323人、個人獎31人進入複審。

複審階段，每件審查件均奉行利益迴避原則，首先請評審委員在1月

25日至2月18日期間進行線上審核，3月5日舉行複審面談。3月12日舉

行決審會議，9位評審委員選出團體獎部分─3組得獎團體及團體得獎

人42人，個人獎部分─績優奉獻獎8人、特殊貢獻獎2人。

Caring For Life

第五屆南丁格爾獎團體獎得獎者包括：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社區

健康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愛滋照護團隊、國立台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護理部腫瘤個案管理小組。個人組績優奉獻獎得主有

黃美惠(桃園醫院)、趙素妙(豐原醫院)、許彬彬(金門醫院)、郭明娟(國

泰醫院)、楊宜霖(馬偕醫院)、高雅玉(萬芳醫院)、吳宜萃(北榮)、張雪

吟（三總）等8人；而個人組特殊貢獻獎由莊苹(北市聯醫)、吳虹蓮(台

東醫院)等2人獲獎。

今年團體組獲獎的典範事蹟，包括在偏遠地區長期建立居家護理

及照護孤苦貧困長者；為無端遭受剝奪醫療人權的愛滋感染者找到安

身立命之處，做人性個管照護，提供新的人生希望；建置系統及科學

的腫瘤個案管理團隊，進行標準化及個別化的長期照護等，發揮團隊

精神，提供全方位照護模式，更加凸顯南丁格爾護理照護價值，讓人

敬佩。

另外，有關個人組績優奉獻獎及特殊貢獻獎部分，她們都在專業

領域分別奉獻二、三十年以上，或建置區域安寧照護標竿，或推展慢

性腎病創新照護品質，或不捨離去矢志守護離島故鄉，或推動護理資

訊專業獲國內外肯定，或整合燒燙傷團隊並發展安寧照護，或進行長

照及居家護理資訊科學應用，或建立腫瘤化療衍生肝炎感染病毒活化

之預防，或完成災難救援任務締造零死亡率佳績，或長期致力愛滋防

治博得愛滋天使美譽，或服務偏鄉守護老弱及獨居老人等等。這群白

衣天使有功勞、有膽識、有智慧，充滿人性照護，澤及眾生，令人感

動。

今天受獎的個別護理師及團隊，不只「貢獻護理專業」，也「奉

獻護理志業」。「貢獻」意即發揮自我專業智能照護需要的人；而「

奉獻」則是善用自我專業智能服務需要的人，照亮別人，尤其不眷戀

第五屆 南丁格爾獎頒獎典禮

評審紀實

己身安危及利益，執著信念，毅然決然出手行動，不是一時，而是長

續，正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感召。今天所有「南丁格爾

獎」的獲獎者，都在護理專業中，以熱誠之心、萬能雙手，發揮服務

人生真諦，行使一股偉大奉獻力量。

老子曾言：「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有餘，既以與人己愈多。」

意即聖人無私無欲，以虛無為體，以無為為用，所以愈幫助他人，自

己愈充足；愈給予他人，自己愈富裕。以此觀點，無論是現代護理創

始人南丁格爾；抑或歷屆南丁格爾獎得主，都是無私奉獻、救死扶傷

的護理典範。在此，除感謝林保雍創辦人的愛心贊助以及評審們的辛

勞付出外，更恭喜實至名歸的機關團體及個人得獎人。在即將到來的

「護師節」前夕，謹向我國十四萬勞苦功高的白衣天使們致上最崇高

的敬意！

Caring For Life



第五屆 南丁格爾獎頒獎典禮

Caring For Life
得獎名單

機構名稱 服務單位 團隊成員

機構名稱 姓名 職稱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護理科

國泰醫院/護理部

馬偕醫院/護理部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血液透析室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社區護理室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安寧病房

三總/燒傷綜合外科暨
創傷重症加護中心

許彬彬

郭明娟

楊宜霖

趙素妙

高雅玉

吳宜萃

黃美惠

張雪吟

護理師

督導

督導

護理長

護理師

護理師

護理長

護理長

績優奉獻獎 得獎名單

團體獎 得獎名單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社區健康組

愛滋照護團隊

腫瘤個案管理小組

蕭燕菁 等9人

賴霈妤 等6人

洪敏瑛 等27人

機構名稱 姓名 職稱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社區健康中心

莊苹

吳虹蓮

主任

護理長

特殊貢獻獎 得獎名單



第五屆 南丁格爾獎頒獎典禮

Caring For Life
團體獎得獎者(一)

台東聖母醫院半世紀以來，始終在偏鄉默默奉獻，以台東幅員遼

闊，民眾到醫院不易，1986年美籍艾柯瑛修女便提出「他們不能來，

我們就到他家裡去」的作法，帶領護理同仁跨出醫院，在長達176公

里的海岸線及80公里的花東縱谷中，照顧孤苦貧病老者，成為台東居

家護理及長期照護先驅。該院社區健康組現有9位護理同仁，以居家

護理為主軸，又結合部落健康廚房和健康活力站，提供居家服務、家

庭托顧及送餐服務等多元連續性長照服務。並善用各項資源，如申請

醫療貧病基金補助，提供醫療耗材、代領慢性處方藥物、代購醫療耗

材、輔具租借補助、居家環境改善補助、施打流感；也適切轉介社工

、復健師、營養師、藥師，提供居家服務、喘息服務、芳香療法等。

該團隊結合長照服務，提供多元在地化養老模式，推展長期社區照護

服務，發揮「醫養結合、在地養老」的精神，以醫院為居家護理的後

盾，善用在地資源並尊重在地文化，提供全程照護，推動善生善終為

目標，希望幫助人們健康的活著、平安的離世。這群南丁格爾們，竭

盡所能的守護，不求回報的付出；以純粹、主動、真誠、踏實的行動

，用真愛成功打造偏鄉長期照護的服務新典範，足為當今護理楷模，

是以推薦獲頒本年度南丁格爾獎。

得

獎

理

由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社區健康組
蕭燕菁、田月鳳、吳金桃、盧靜惠

郭家瑾、蔡淑惠、林宇凡、周懿徽、王美蓮



第五屆 南丁格爾獎頒獎典禮

Caring For Life
團體獎得獎者(二)

成大醫院愛滋照護團隊致力於營造感染者友善平等的就醫環境，

首創「護理專家諮詢門診」，制定愛滋個案管理制度，將流程具體化

，使個管模式成為國家愛滋病照顧政策。該團隊積極為感染者發聲，

用心開拓愛滋長照，歷經6年耕耘，全台已有13家長照機構，提供感

染者安身之所。2006年起培訓國內愛滋照護醫事人員，除紮根本土專

業能力外，也同時扶植海外照顧模式，訓練肯亞、緬甸及中國等國家

的愛滋醫護人員，協助建構愛滋照護模式。該團隊致力於維護愛滋感

染者的醫療照護人權，是當今南丁格爾典範。

得

獎

理

由

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愛滋照護團隊
賴霈妤、劉曉穎、賴怡因

白芸慧、邱培仁、柯乃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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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團體獎得獎者(三)

臺大醫院腫瘤個案管理團隊創建癌別個案管理照護模式，與許多專

科醫療團隊合作，居中溝通協調，整合病人、護理、行政及醫療端的運

作，病人從診斷、治療、追蹤、復發到癌末階段，一路關懷陪伴，持續

進行標準化追蹤及個別化照護，癌症照護也因而更全方位與人性化。訓

練有素的護理師提供24小時諮詢，陪伴病患及家屬一起面對抗癌風暴

，更在醫院與居家照護間搭起橋樑，引領病人勇敢抗癌，度過生命難關

。2012-2015年病人完成治療率高達97.8%，已服務39,247人，2011年

榮獲國健署頒發醫院及專家評選雙料冠軍。該團隊也致力發展支持團體

及民眾癌症預防知識，領導腫瘤護理教育及進階角色發展，積極促進實

證護理，並與國際接軌。臺大醫院腫瘤個案管理團隊發揮護理專業，強

化科際合作，加強醫病互動，並建置一個嶄新的全方位癌症照護模式，

將「南丁格爾」精神發揚光大，是以獲獎。

得

獎

理

由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護理部腫瘤個案管理小組

洪敏瑛、蔡佩妤、黃月嬌、王茹宜、蘇秋萍、朱栩萱

林千如、楊琇玲、林欣蓉、林芳妙、邱齡瑩、柯虹如

施文萍、徐婉茹、崔宛玉、陳宛榆、陳玨伶、陳美君

陳淑娟、陳淑娟、張靜芸、黃純莉、黃鈺婷、廖秀楨

謝淑華、嚴家玉、林盈秀



第五屆 南丁格爾獎頒獎典禮

Caring For Life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一)

許彬彬護理師幼年在金門出生及受教育，有感於戰地醫療不足，

在父親鼓勵之下，遠離家鄉，隻身前往台灣接受護理專業養成及訓練

後，毅然回故鄉工作，迄今已服務37年。從自衛隊隨隊小護士及缺乏

醫師支援的助產士做起，廿四小時守候島民健康，推動母乳哺育及大

眾衛教，遇有重大疾病患者竭力後送台灣醫療，澤及許多離島民眾，

真乃南丁格爾再世。

‧金門衛生院 保健課 家庭計劃 1978/09 至 1980/09 

‧金門衛生院 護理科 護士 1980/10 至 1995/07 

‧金門縣立醫院 護理科 護士 1995/08 至 2005/03 

‧行政院衛生署立醫院 護理科 護理師 2005/04 至 2013/08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許彬彬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護理科

護理師2013/09 ~ 迄今 (總年資37.09年)



第五屆 南丁格爾獎頒獎典禮

Caring For Life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二)

郭明娟督導服務於國泰醫院，從事護理工作26年，從兒科加護護

理到護理行政，均秉持尊重生命及專業價值，發揮潛能創意於臨床作

業，簡化工作提昇護理品質。在實證護理和教育訓練貢獻卓著，積極

推動護理資訊專業，與國際接軌，獲有多項國際性及全國性獎項。對

台灣護理資訊學會主辦2014全球護理資訊大會出力甚深。竭盡心力，

奉獻所學，是護理專業不可或缺的典範，是以獲獎。

‧國泰綜合醫院 兒科病房 護理師 1989/09 至 1992/06

‧國泰綜合醫院 兒科病房 小組長 1992/06 至 1994/10

‧國泰綜合醫院 兒科加護病房 小組長 1994/10 至 1996/01

‧國泰綜合醫院 兒科病房 護理長 1996/01 至 2005/12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郭明娟
國泰醫院/護理部

督導 2005/12 ~ 迄今 (總年資26.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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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三)

楊宜霖督導服務於台北馬偕醫院長達35年，相繼在燒燙傷中心及

安寧病房工作，整合燒燙傷團隊照護，建立防患燒燙傷宣傳模式，推

動「安寧緩和醫療意願健保IC卡登錄及宣導計畫」，成效良好。奉派

出任新竹馬偕醫院護理主任時，在五峰偏鄉關懷弱勢族群之醫療照護

；出任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時，推動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及返回總院

任督導期間，重視同仁留任與提昇英文外語能力，乃一位功勞及苦勞

兼具的資深護理師，是以獲獎。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外科病房 護士 1978/07 至 1980/06

‧沙烏地阿拉伯吉達綜合醫院 外科病房 護士 1980/07 至 1981/06

‧國光藝校 健康中心 護士 1981/08 至 1982/02

‧馬偕紀念醫院 外科病房 護理師 1984/07 至 1990/07

‧馬偕紀念醫院 燙傷中心 護理長 1990/08 至 2002/07

‧馬偕紀念醫院 護理部 護理師 2002/08 至 2004/07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安寧病房 護理長 2004/08 至 2006/06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護理部 主任 2006/07 至 2009/06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楊宜霖
馬偕醫院/護理部

督導2009/07 ~ 迄今 (總年資 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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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四)

趙素妙護理師從事護理工作長達28年，奉獻血液透析護理專業領

域，先在澎湖醫院協助成立血液透析室，照護離島民眾，後在豐原醫

院建置腹膜透析室及第二血液透析室，推動慢性腎病照護，創新照護

品質及服務流程改善，降低紅血球生成素之使用率及血液透析瘻管阻

塞率，獲獎無數，且積極培育後進，協助護理教育訓練及照護品質提

昇，獲有高度評價，是以獲獎。

‧國軍八一一醫院 開刀房 護理師 1986/07 至 1987/02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血液透析室 護理師 1987/03 至 1995/05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趙素妙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血液透析室
護理長 1995/06 ~ 迄今 (總年資2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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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五)

高雅玉護理師服務於萬芳社區護理室，臨床護理經驗廿年有餘，

照顧中風父親，學到愛與關懷，卸除病人自卑心，發揮"讓他靠"的情

操。從病房到長照居家護理經驗豐富，以用心、貼心及創新服務，運

用多項創意物品，作細膩醫療照護。制定居家護理輔具借用流程，減

輕病家負擔；推動居家護理電子化病歴，簡化護理紀錄；擔任實證護

理種子師資，推動科學化照護模式，功不可沒，是以獲獎。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病房 護理師 1991/09 至 1992/04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病房 護理師 1993/02 至 1998/07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高雅玉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社區護理室

護理師 1998/07 ~ 迄今 (總年資23.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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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六)

吳宜萃護理師自1997年學校畢業後，就在台北榮總從事護理工作

，擔任腫瘤個管師，協助團隊建立診療指引，追蹤病人之治療，提昇

照護品質，主動發現問題，協助建立「預防淋巴瘤病患接受治療產生

B型肝炎病毒再活化之副作用」，有效減少淋巴瘤病人的死亡率，貢

獻卓著，是以獲獎。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護理師 1997/09 至 2015/12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吳宜萃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部

護理師 1997/09~ 迄今 (總年資18.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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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七)

黃美惠護理師幼時受南丁格爾感召，矢志護理工作，迄今已有25

年。秉持護理專業，積極熱誠，先後出任急、重症護理任務，推展全

方位照護，善用資源，重視創新，提昇照護品質。在桃園醫院致力安

寧照護發展，培訓專才，加強護理同仁專業能力，結合心理師、宗教

人士、按摩志工及芳香治療師從事安寧照護，成為區域安寧病房標竿

。黃護理師身兼國際衛生中心醫療組長，規劃國際醫療，訓練友邦專

業人員，更不畏困難，前往海地「希望村」訓練當地護理人員，是全

方位專業護理人員的典範。

‧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科肝膽腸胃科 護理師 1987/09 至 1990/09 

‧長庚紀念醫院 院長室 品質管制員 1990/10 至 1993/05 

‧省立桃園醫院 護理科神經內科病房 護理師 1993/06 至 1999/06 

‧省立桃園醫院 內科加護病房 護理組長 1999/07 至 2001/03 

‧署立桃園醫院 出院準備服務 個案管理師 2001/04 至 2007/04 

‧衛福部桃園醫院 外科/國際病房 護理長 2007/05 至 2013/02

‧衛福部桃園醫院 安寧病房 護理長2013/02∼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黃美惠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安寧病房
護理長 2013/02 ~ 迄今 (總年資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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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八)

得獎人之臨床護理工作達32年，具急重症及手術專業資歷，著力

維護病人安全，提供創新優質護理，參與多次大型救災及軍陣護理，

如2011年204廠爆炸傷及湖口戰車壓傷大量傷兵、2012年金門後送悍

馬車摔傷同袍，2013年緊急搶救國防部四名大面積燒傷患者，2014年

內湖餐廳氣爆事件的生命搶救等，均以良好時效性，帶領手術室創傷

團隊完成高度專業任務。2009年參與國際衛生人道救援計劃，培訓阿

富汗、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共10名護理人員之手術室護理專業技能。

曾榮獲第36屆全國金銀獎選拔大會「金獎」、第194屆全國品管圈大

會「特優獎」、ICQCC014~ Colombo 「銀獎」等，得獎人卓越的護理

奉獻，獲評審委員之高度肯定。

‧三總燒傷中心/五病房 護理師 1983/07 至 1990/01

‧三總燒傷中心/五病房 副護理長 1990/02 至 1996/09

‧三總燒傷中心/五病房 護理長 1996/10 至 1999/12

‧三總神經外科加護中心 護理長 2000/01 至 2000/11 

‧三總燒傷中心 護理長 2000/12 至 2013/11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張雪吟
三總/燒傷綜合外科暨創傷重症加護中心
護理長 2013/12 ~ 迄今 (總年資 32.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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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特殊貢獻獎得獎者(一)

莊苹現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前身為臺北市性病防治所）

公衛護理組主任，於2011年獲得傑出護理人員服務奉獻獎，2012年獲中華民

國第二十二屆醫療奉獻獎。緣於1993年研究所修習學位時，受到愛滋感染者

不經意的一句話：「那些研究生，說是當朋友，但研究做完就不見了。」影響

，乃一本醫學的道義責任，投身愛滋防治工作近20年。2001年時，以少校退

役，出任臺北市性病防治所（簡稱性防所）護理組主任一職，建立愛滋感染者

階段性諮商服務，後主動參加疾管局專案，協助建立感染者資訊跨縣市機構密

碼查詢機制，減少對個案的打擾與歧視。同時，亦積極致力訓練專業愛滋防治

護理人員、個案管理師及志工人員。「我永遠為這些孩子拋出一條繩，只要他

們有需要，拉一下繩子，就能找到我。」在拯救愛滋病患這條路上，博得”愛

滋天使”美譽。全台灣已進入超過3萬名通報愛滋感染的年代，她說”我仍願

意繼續努力，關懷各類弱勢族群，永遠為他們敞開心胸。”奉獻犧牲沒有選擇

，真乃當今的「南丁格爾」。

‧三軍總醫院、陸軍802總醫院 護理科 護理官 1987/07 至 1989/08

‧國軍台中總醫院 護理科 護理官、副護理長、護理長

   1989/09 至2001/11

‧臺北市立性病防治所 護理組 主任 2001/12 至 2004/1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護理科 主任 2005/01 至 2015/06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莊苹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公衛護理組主任 2015/07 ~ 迄今 (總年資28.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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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特殊貢獻獎得獎者(二)

吳虹蓮護理長1987年畢業於馬偕護校，有感台東醫療資源不足，

工作艱辛，一直服務台東偏鄉，達27年之久。中間曾北上台北護專進

修，任職台大醫院，但不捨飽受醫療資源不足所苦的台東鄉親，拂逆

家人期待，不改當年服務台東之初衷。於1995年自願到當時的省立台

東醫院服務，2010年轉任同院社區健康中心護理長，以服務弱勢民眾

為要，營造社區健康及居家照護，不遺餘力，更關注獨居老人，協調

台東安養機構巡迴醫療，維護老弱長輩及獨居老人健康，功勞甚殷。

吳護理長年服務偏鄉，為人設想，不求為己，其奉獻精神效法南丁格

爾，乃當今典範，是以獲獎。

‧台北馬偕醫院 外科加護病房 護士 1987/07 至 1988/12 

‧台東馬偕醫院 外科加護病房 護士 1988/12 至 1990/05 

‧台北護專 二專 學生 1990/08 至 1992/06 

‧臺大醫院 心臟外科加護病房 護理師 1992/08 至 1993/08 

‧臺大醫院 腸胃外科加護病房 護理師 1993/09 至 1994/12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綜合科病房 護理師 1995/08 至 2012/05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吳虹蓮
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社區健康中心
護理長 2012/06 ~ 迄今 (總年資27.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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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第五屆南丁格爾獎評審委員會

評審 姓名 領域 服務機構 職稱 經歷

召集人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委員

李源德

余幸司

林芳郁

周燦德

陳烱松

黃美智

楊泮池

賴裕和

盧美秀

醫

醫/教

醫

教

社會

護理

教

護理

護理

台大醫學院

亞東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

名譽教授

院長

台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

教授兼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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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 

經濟部國營會副主委

台北市議會副議長

成功大學護理學系暨

附設醫院護理部主任

臺灣護理教育學會理事長

成功大學人類研究

倫理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

董事長

主任兼教授

監事長

董事長

總   統   府   資   政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

臺大醫院護理部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暨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

護理人員防疫基金會

台大醫院院長

台灣內科醫學會理事長

教育部常務次長

教育部技職司司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臺大醫學院院長

臺大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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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姓氏筆劃排序)

國家衛生研究院

高雄醫學大學

代理院長

講座教授

醒吾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經營管理所

校長

講座教授

校長

臺灣皮膚科醫學院理事長

高雄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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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表演團體介紹 ─ 二重國小

擁抱愛  擊出愛  牽起幸福 ─ 太鼓

豐富的生命由“心”開始，生命的樂章

因“太鼓”結緣⋯⋯

『成就每一個孩子』是教育使命，新北

市三重區二重國小長期以來關照校內的每一

個孩子。承蒙第一銀行文教基金會、普萊德

教育基金會的贊助，自102年起，除了原本

的補救教學外，為了提高孩童的學習興趣，

及落實一人一技、一人一藝精神，開設了太

鼓班，讓弱勢孩童也能有習得藝術才能的機

會，更感謝贊助單位的邀請，讓這群孩子能

在舞台上發出耀眼的光芒。

未來這群孩童，也會帶著感恩的心，回

饋、服務社會，將幸福傳遞給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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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For Life
表演團體介紹 ─ 平等國小

臺北市平等國小，於1988年特別由臺

灣布袋戲國寶級大師李天祿先生，指導成立

「巧宛然掌中劇團」，至今已進入28年歷

史，為目前臺灣歷史最久之兒童布袋戲團。

演出時採用傳統表現形式，分為前場操偶、

後場配樂，都是9到12歲小孩親自演出，基

於傳統藝術的學習與推廣，時常安排於各地

演出，曾至台灣921災區、88水災縣市、養

老院、育幼院、古蹟廟宇等地方公益表演，

並於1992年韓國、2001年加拿大、2002年

日本、2004年澳洲、2008年加拿大、2010

年中國、2013年日本、2015年美國海外表

演，皆獲得海內外人士熱情喜愛與稱讚肯定

。2007年更獲得教育部表揚推廣社教公益

有功團體獎。

台灣兒童布袋戲團 ─ 平等國小巧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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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贊助金額300,000元整
廖裕輝 董事長

贊助金額500,000元整
陳景松董事長

熱心捐款贊助‧協辦本項活動



02-2709-9108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1號8樓之1
www.cyfound.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