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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時值三月中旬，台灣一貫是北部多雨寒涼，

南部暖陽高照；一晴一雨，各人冷暖自知。在大家的工作崗位上，或

如同我輩創業、經營企業這些年來亦是如此，我們每天都遭遇到不同

的難題要處理，事情解決了，我們繼續「關關過」，繼續過充滿小確

幸的日子，然而有一群人，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似乎難有解決的一天，

生老病死，人生大事，不斷在他們的世界裡輪迴著，彷彿「一例一休

」、「年金改革」的問題再怎麼吵，這一群人再怎麼累，也仍是守在

匆忙現場，關心你我。

這一群人我們稱之為白衣天使，或南丁格爾。南丁格爾的故事我

就不再敘述，但「天使」是真的，而且天使隨著不同的時代、不同的

環境而一直改變他們的樣貌。社區醫療照護推動許久，現在加上長照

2.0啟動，護理在「長照旗艦店」裡的角色相當吃重，從社區照護到長

照的照護，護理人員付出的心力更多了，也在過程中因應不同的照護

方式提升更精細的護理模式。提起護理模式，也必須說到現在不少護

理師、護理團隊依自己的專業和累積的臨床經驗，提供相當多的資訊

和構想，為醫護人員與病患設計出大幅提升效率、增加功能的輔具，

當我們在說醫療大數據、互聯網的時候，護理人員絕對是極佳的諮詢

者、設計者和執行者。

不得不再次呼籲，護理人員守護你我的生命，而我們也該尊重他

們的專業與工作環境。台灣已進入高齡社會，護理人員是我們社會的

重要資產，希望慈月基金會持續至今的「南丁格爾獎」能引起社會大

眾的重視，請您與我們一起關注這群不容再被忽視的天使。

創辦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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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慈月基金會南丁格爾獎，由11位評審委員歷時二個多月審

核評分，再經三次深度討論後，將決審結果通報慈月基金會，方才產

生受獎人及受獎單位。今年團體獎有32組339人報名，個人績優獎18

人，個人特殊獎5人。團體獎部分，南北兩區似較踴躍；個人獎績優奉

獻及特殊貢獻獎部分，醫學中心13人，區域醫院7人，地區醫院僅有3

人。根據團體獎及個人獎報名統計，中區、東部及地區醫院推薦受審

人數較少，不無遺憾。

第六屆南丁格爾獎評審委員有護理界領袖-高靖秋理事長(護理師護

士公會全聯會)、黃美智教授(成大)及賴裕和教授(臺大)，醫界-余幸司

講座教授(高醫)、楊泮池校長(臺大)、吳明賢教授(臺大)、林芳郁院長(

亞東醫院)、陳肇隆院長(高雄長庚醫院)，和教育界、社會公正人士周

燦德校長(醒吾科大)及陳烱松董事長(病理發展基金會)及我本人組成。

為廣納更多護理專家觀點，決審當天尚有過去擔任數屆評審委員盧美

秀理事長及黃璉華教授為本會顧問，一同參與評審。

本屆慈月基金會南丁格爾獎於民國106年1月20日截止報名，從書

面審查確定上述團隊及個人，採行關係人迴避原則，歷經一個月時間

分送五、六位委員評分，採平均數按高低排序。團體組32組中選定6

組參與面談複審，1組缺席未到，5組參與報告評分。3月18日評審委

員聚會決選，經過廣泛意見交換及深度評論，確定團體獎3隊、績優奉

獻獎4人及特殊貢獻獎2人等名單。

個人績優奉獻獎有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胡楠英護理長、衛福部桃園

醫院孫娜俐個管護理師、臺南奇美醫院郭嘉琪高階護理師和衛福部臺

第六屆慈月基金會南丁格爾獎 評審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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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紀實

南醫院謝立韋主任等獲獎。另外，臺南成大醫院林貞秀個案管理

師奉獻早產兒照護、臺大程瓊嬅護理長矢志腦中風加護照顧，均有顯

著事蹟或特殊貢獻而獲獎。團體獎有臺大金山分院的居家照護團隊，

衛褔部臺南醫院的社區護理團隊，及林口長庚醫院的兒童臍帶血移植

團隊等三團隊獲獎。

綜觀個人獎獲獎理由，都在諸多護理照顧事項中有獨到創新作為

，或不畏艱險，努力執著，有超越群倫的表現，成為護理照護典範。

胡楠英護理長行遂專業，善用照護技能，深入偏鄉，走盡海內外異鄉

救急赴難。孫娜俐護理師以有愛無懼，獻身愛滋病患身心照護，從事

高危險族群的防治。郭嘉琪高階護理師在急診、重症及疫情盛行時，

無疫不與，身先士卒，勇於承擔。謝立韋主任在登革熱疫情及維冠金

龍大樓倒塌震災中，調度病床及聚結人力，發揮有效率的照顧品質及

管理。林貞秀個案管理師專注早產兒照護，積極投入養護教育到成長

品質提升，是位既專業又有愛心的守護天使。程瓊嬅護理長在腦中風

急救照護的創新理念及實作經驗，贏得醫護同仁高度肯定及認同。

在團體獎得獎理由部分，臺大金山居家照護團隊致力全新的社區

安寧照護模式，在全人、全家、全程、全社區、全隊的照護成果皆比

英、日為佳。臺南醫院社區護理團隊以5C照護理念，推行多元創意照

護模式，關心中低收入家庭及弱勢族群，實施有效健康管理，顯有績

效。林口長庚醫院兒童臍帶血移植團隊與醫師伙伴導入行動醫療，許

多病程照護設計都甚為傑出，其愛心、用心和奉獻的成果非凡。

有謂「神愛世人」，是天賜人間愛的一種道德情操，真正讓人感

同身受的人間愛，應該是人與人互動產生的關愛與熱誠。醫護人員身

處病患或生、或老、或病、或死階段，除專業的發揮外，有最好的時

刻可以給予病人最渴望的愛。「假天之道，行天之命」，實在是一種

難得的機遇與善緣。本屆獲獎團體或個人的表現事蹟，無異是當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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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亂象充斥及冷漠疏離外的人間至愛與暖流。

感謝護理同仁們，因為您們的奉獻努力，克盡職守，讓人間更顯

溫情，值此護師節，謹致最高的敬意。感謝評審委員會諸位教授、好

友的辛勞，由於您們的睿智與公信力，更加彰顯獲獎者的無私與大愛

。最後，也非常感謝神腦集團林保雍總裁及慈月基金會勇於承擔企業

的社會責任，資助這個護理界高度重視的南丁格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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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金山分院

林口長庚醫院 兒童臍帶血移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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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丁格爾獎頒獎典禮

機構名稱 服務單位 團隊成員

機構名稱 姓名 職稱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護理部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護理科

奇美醫院/護理部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護理科

胡楠英

孫娜俐

郭嘉琪

謝立韋

護理長

愛滋病個案管理護理師

高階護理師

護理師兼護理科主任

績優奉獻獎 得獎名單

團體獎 得獎名單

居家照護團隊 張筱玉 等11人

孫淑娟 等17人

張鈞竹 等12人

機構名稱 姓名 職稱

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 護理部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 護理部

林貞秀

程瓊嬅

 早產兒個案管理師

護理長

特殊貢獻獎 得獎名單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社區護理團隊



團體獎得獎者(一)

生命有涯，愛心無界，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以居家照護

為主軸之護理團隊，秉承著人文關懷的愛心，以創新護理專業的照護

模式，陪伴臨終病人在宅往生，守護偏鄉民眾的健康和尊嚴。

臺大金山居家照護團隊從病人及家屬做出「決策」開始，至往生

時的「悲傷陪伴」，分五期提供全人、全家、全程、全社區、全隊的

居家五全照護措施，用愛與關懷一路陪伴病人直至往生之刻；也為遺

族辦理心靈療癒活動，讓活下來的人走出傷痛。其投身護理工作的熱

忱「初心猶在」，所付出的愛心和精神令人感佩。

本居家照護團隊締造之照護成果與貢獻，令人刮目相看。先後完

成全國第一個安寧社區、金山地區DNR簽署率全國第一、在宅往生率

全國第一，績效卓著，並獲頒SNQ國家品質標章認證。本居家照護團

隊與世界團隊比較，無論是在宅往生率79%、醫師訪視率100%及全

程照護模式等各方面績效，皆比英、日等先進國家為優。團隊長期照

護偏鄉安寧病人，無怨無悔的付出，其敬業精神和專業表現，足為「

南丁格爾」護理楷模，經評審委員選定獲頒本年度南丁格爾團體獎。

得

獎

理

由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 居家照護團隊

張筱玉、劉旭華、張佳禎、胡佩琪、蔡品婕、洪香蓮 

 呂亞鮮、王靜慧、莊美華、許園欣、陳欣知



團體獎得獎者(二)

臺南醫院社區護理團隊以「照護、治療、控制、舒適與貼心」之

5C照護理念，關懷弱勢，深入家庭，主動與社區營造夥伴合作，連結

社會及醫療相關資源，開創多元且具創意的社會健康營造服務；執行

「中低收入戶暨弱勢家庭健康管理計畫」，建構最佳之健康照護模式

，曾獲頒16次菸檳酒防治及社區健康營造績優醫院，為台南市第一個

通過健康促進社區認證單位，並於105年通過SNQ國家品質標章認證

。社區乳癌篩檢榮獲104年全國「乳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一組

第一名，全面守護民眾健康。

此外，團隊建構社區照護網絡，與96家診所合作成立「南醫居家

醫護團隊」，提供社區居家護理服務。另與43家診所組成5群「社區

醫療群」，提供民眾百分百就醫、轉診之家醫服務，方便病患或失能

老人在宅就醫及在地老化。團隊以其在菸酒檳榔防制、乳癌篩檢、社

區健康照護與促進等工作之推展績效卓著，貢獻良多。評審委員會以

本團隊透過創意照護模式，關心中低收入戶暨弱勢家庭健康管理，有

顯著成果，特頒南丁格爾團體獎以資激勵，以為當今護理照護典範。

得

獎

理

由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 社區護理團隊

孫淑娟、陳小芳、黃麗紅、陸玉華、謝修瑩、黃秋綾、黃郁茹

吳建穎、李靜君、陳麗如、郭佩芳、楊淑琴、薛麗娜、林素珍

陳畇蓁、吳秀玲、張夏蓁



林口長庚醫院的兒童臍帶血移植團隊，針對罹患海洋性貧血、免

疫不全症等重症病童，首創「I-CARE」移植全期照護，做到幾近零感

染率，為病童重啟生機，大大提升移植成功率。

團隊以創新科技導入行動醫療「App照護系統」，讓病童自主操

控卡通版互動衛教影片，提升治療遵從性及正向就醫經驗。另創造

Sasemia(沙西米)擬人化玩偶，單一運用全程陪伴病童，減少病童心理

恐懼，對降低病童焦慮發揮功效。此外，設立「臍帶血移植個管師」

，以個案管理模式持續追蹤，整合照護資源；辦理兒童幹細胞移植病

友及家屬支持團體，以達到生理、心理及社會之全方位照顧，讓移植

病童及家長儘可能維持良好的健康生活品質。

林口長庚臍帶血移植團隊之專業照護績效卓著，2013年獲生策會

護理服務特色「金獎」。其運用實證方式提升照護品質，如縮短嬰幼

兒手術前禁食時間，降低學齡前期兒童靜脈注射疼痛，亦分別獲得實

證醫學會口頭發表及護理實證競賽銀、銅獎。綜觀團隊對病童照護之

愛心、用心和貢獻，成果非凡，足為護理人員典範，特頒予南丁格爾

團體獎。

得

獎

理

由

團體獎得獎者(三)

張鈞竹、李銘櫻、溫玉娟、沈明怡、翁佩吟、蕭翌雯

柯妍如、宋宜萱、花迎榛、張毓玲、簡愉娗、廖凡瑜

林口長庚醫院
/ 兒童臍帶血移植團隊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一)

胡楠英護理長1984年自馬偕護校畢業後，因個人因素，僅從事臨
床工作1年，爾後於30歲起又回到醫院工作，並且以在職進修的方式
，從四技到護理研究所畢業。其運用所學的護理專業知識與技能，秉
持人道救援理念，發揮南丁格爾精神，屢次自費或自假前往異國和偏
遠地區，進行短中期的專業服務，關懷弱勢族群，發揚生命價值。
胡護理長於2006年至中美洲巴拿馬及瓜地馬拉，深入San 

Miguelito, Colon, Kuna Nega等人跡罕至的世界邊緣地區義診1個月，共
計服務2,581人。於2007年又赴泰北擔任教育志工，運用護理背景教
導學生正確的健康知識。於2010年海地大地震，首都太子港大多數建
築地震損毀，死傷多達30萬人，她努力參與海地大學附設醫院夜間的
急診救護工作，與各國的醫護人員合作照顧嚴重傷口清創包紮、內出
血、低血壓休克的病人，於為期6天的義診，總共看診3千5百餘人。
於2010年中國江西發生水災，自假赴江西與台灣路竹會的團隊會合，
提供醫療援助。因有長期投入海外人道關懷義診的經驗，胡護理長
2013-2015年獲醫院外派聖多美普林西比醫療團，以有限的資源運用
，協助建置中央醫院急診規劃與教育，為社區保健員培養初級救護教
育訓練及護理人員應有技能，訓練有成。
胡護理長以其不畏艱難，四處實現人道關懷，在在表現智仁勇的

特質，勇於實踐南丁格爾精神，是以評審委員推薦獲獎。

‧萬芳醫院 護理部 夜班值班護理長 2017/01~迄今

‧萬芳醫院 駐聖多美醫療團 護理師 2015/09~2016/12

‧萬芳醫院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 護理長 2014/08~2015/09

‧萬芳醫院 駐聖多美醫療團 護理師 2013/06~2014/07

‧萬芳醫院 8B燙傷病房 副護理長 2010/12~2013/06

‧萬芳醫院 駐南京華世佳寶婦產科醫院JCI  專員 2010/03~2010/12

‧萬芳醫院 急診 護理師 1997/09~2010/02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胡楠英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 護理部
護理長

2017/01~迄今

(總年資19年4個月)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二)

孫娜俐護理師從事臨床護理工作23年，出任愛滋個案管理師11年

之久，在照護專業表現敬業熱忱，積極擴展服務層面，從主要愛滋個

案對象至相關族群，如藥癮、監所受刑人等，排除艱難，全力以赴。

其藉由教育推展及政策參與，大力提升醫護團隊照護品質；關切病友

及家屬，積極辦理病友會及減害團體治療；支持台灣愛滋病護理學會

專業成長，督導『有愛無懼』、『愛抱報』雙季刊出刊，推動專書等

等，非常正面地改善大眾社會對愛滋病人的觀感。

另建置愛滋護理資訊系統，制定愛滋護理標準手冊，深耕愛滋照

護，推動優質職場，導入『愛滋個管品質指標』監測。積極參與國際

交流，加強我國在愛滋護理的影響力。 

孫娜俐護理師曾榮獲『優良愛滋防治助人』、『身障人員工作成

就』、『防疫績優獎』、『護理人員績優』獎等殊榮。其有愛無懼，

主動、積極、強烈使命表現，誠為當今護理人員典範，特頒予南丁格

爾績優奉獻獎。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護理科 愛滋個管護理師2007/05~迄今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醫療部 研究助理 2001/01~2007/05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護理科 臨床護理教師1984/09~1991/09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孫娜俐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 護理科
愛滋病個案管理護理師

2007/05~迄今

(總年資23年)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三)

郭嘉琪護理師於臨床護理工作21年，近12年間，擔任急診高階護
理師，參與921大地震、SARS、腸病毒、登革熱、0206台南大地震等
重大疫情與災害救治，持守急診第一線，致力緊急救護及醫療輔助工
作。另外，其推動急診特色醫療與流程改善，包括推動急診安寧、急
診高齡特色醫療、急診計價與病歷電子化、條碼辨識等簡化流程，提
升照護品質亦頗具成效。在民眾教育方面，郭護理師2004年取得急救
訓練講師資格後，積極投入民眾急救訓練，分別在科學園區、各大勞
工職訓中心、公司行號、大專院校等機構教授BLS、AED操作、緊急
救護、職業災害與學校衛生等課程；亦始終不懈，推廣全民CPR、緊
急救護、災害防治、菸毒防治宣導等觀念。
郭護理師長期致力於臨床護理教育之規劃與推展，輔導護理人員

能力進階與期刊發表，十年來總共輔導近60名護理人員通過學會個案
報告審查與完成能力進階，多篇個案報告及研究發表於國內外期刊。
郭護理師並積極推廣實證知識轉譯，改善照護品質，其具備實證醫學
會與護理學會之實證師資，及JBI實證中心國際認證評讀員資格，於
競賽中多次獲獎。
整體而言， 郭嘉琪護理師致力急重症醫療照護，投身急診與地方

災害防疫照護工作不遺餘力，兼備對於民眾教育與專業教育之積極參
與推廣，以實證轉譯作為照護及護理知識推廣之基礎，發揮南丁格爾
精神，堪稱為臨床護理人員典範，特予表揚。

‧奇美醫院 急診室 高階護理師2004/06~迄今

‧奇美醫院 急診室 護理師 2000/11~2004/06

‧台北市立陽明醫院 護理部 門診護理師1997/09~2000/05

‧佳里綜合醫院 急診室 護理師1995/04~1997/09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郭嘉琪
奇美醫院

/ 護理部
高階護理師

2004/06 ~迄今

(總年資21年3個月)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四)

謝立韋主任從事臨床護理工作25年之久，先後服務於成大醫院、

南市醫及臺南醫院，曾出任護理師、護理長及護理主任，104年7月台

南登革熱疫情，謝主任負責全院24小時隨時調度床位及整併控床，疏

導急診壅塞並利用有效病床，機動調派護理人力，順利收治926人次

登革熱病人,使大量病人獲得適當照護，防疫有功，化解當年台南登革

熱疫情危機。105年高雄美濃強震，台南維冠金龍大樓倒塌，坐鎮救

護站，全力搶救震災，獲頒「衛生福利部模範公務人員」及「行政院

模範公務人員」，頗為難能可貴。

謝主任積極從事多家醫院醫療品質提升業務，推動病人安全文化

；親自拜訪相關診所，並簽訂合同，成功推動台南醫院落實健保雙向

轉診制度；善用社會資源，努力促成民間捐贈，提升消防隊員到院前

救護品質。謝立韋主任是位有專業素養，積極奉獻的領導層護理工作

同仁，足為當今護理人員典範，因而獲得南丁格爾獎肯定。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護理科 護理主任2004/07~迄今

‧成大醫院 綜合科病房 護理長1999/08~2004/07

‧臺南市立醫院 內科、精神科 護理長1998/01~1999/08

‧成大醫院 綜合科病房、門診護理師1988/05~1994/07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謝立韋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 護理科
護理師兼護理科主任

2004/07~迄今

(總年資25年1個月)



特殊貢獻獎得獎者(一)

林貞秀個案管理師有著「自己是位需要滴管餵食的嬰兒人生歷

程」，20幾年來投身於兒科護理病房，既辛勞又忙碌的身影，從未

稍歇和間斷，一直堅持「讓早產兒照護，好還要更好」的工作理念

，每年管理上百位個案，成立「捐乳發送站」，受惠多達457名早

產兒；製作母乳收集影片，透過手機APP作衛教指導；研發早產兒

餵食觀察工具及指南、根據嬰兒發展概念調整袋鼠護理為側躺式姿

勢、強化出院準備服務，協助早產兒安全返家、以及建立「以家庭

為中心的早產兒個案管理模式」，創新成效受邀至日本交流傳授。

此外，以其師承華盛頓大學NCAST親子互動模式，積極培植後

進，極力推展有關早產兒照護的研習、演講、宣導及實證護理教學

等教育活動，甚受讚賞，也因此顯著地提升早產嬰兒照護的品質與

能量。其無怨無悔的付出，在早產兒照護的優異表現，曾獲頒台南

護專傑出校友和台南市優秀青年殊榮。林個案管理師成功扮演早產

兒與其父母的守護者，是當今護理的典範，本評審委員會特推薦榮

獲南丁格爾獎「特殊貢獻獎」。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成大學醫院附設醫院 護理部 早產兒個案管理師 2006/06~迄今

‧成大學醫院附設醫院 新生兒加護病房 護理師 2005/12~2006/06

‧財團法人台灣早產兒基金會醫事研發組 醫療專案秘書 2000/10~2002/12

‧成大學醫院附設醫院 小兒部 出院輔導護理師 1999/09~2000/09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兒科加護病房 護理師 1992/09~1996/12

林貞秀
成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 護理部
早產兒個案管理師

2006/06~迄今

(總年資18年7個月)



特殊貢獻獎得獎者(二)

在家庭經濟現實考量和父親的殷殷期盼下，註定程護理長一生與

護理工作的無悔因緣。26年多以來，她從護士升任護理長，即使照護

角色從臨床到團隊管理，她仍積極在腦中風病房服務，成為腦中風照

護的臨床護理專家，帶領臺大中風護理團隊成為我國照護品質標竿。

爭取治療時效和跨科整合護理是腦中風病人急救與復健成效的關

鍵，在程護理長與醫師們的努力下，醫院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到院

60分鐘內接受靜脈血栓溶解治療率高達88.5%，超越國際水準，大幅

降低中風後遺症。

程護理長在臨床上的照護品質和領導團隊的傑出表現，深獲肯定

，多年來獲頒無數護理照護獎項。程護理長為傳承與分享其創新的照

護理念和實作經驗，經常協辦研習會、推廣教育、學術交流、參訪見

習。另外，亦常透過雜誌專訪和論文發表等多樣模式教育後學，其效

應影響遍及國內外醫療機構。程護理長在腦中風照護領域，無論是臨

床護理或團隊領導，均有創新及傑出的表現和貢獻，足為當今護理照

護的典範，特推薦頒發南丁格爾獎「特殊貢獻獎」殊榮。

‧臺大醫院 腦中風中心加護病房 護理長 2009/04~迄今

‧臺大醫院 腦中風中心加護病房 護理師 2003/02~2009/03

‧臺大醫院 神經內科病房 護理師 1996/09~2003/01

‧臺大醫院 神經內科病房 護士 1990/08~1996/08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程瓊嬅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 護理部
護理長

2009/04~迄今

(總年資26年6個月)



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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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源德 醫

委員 余幸司 醫/教

委員 吳明賢 醫

委員 林芳郁 醫

委員 周燦德 教

委員 高靖秋 護理

委員 陳烱松 社會

委員 陳肇隆 醫

臺大醫學院

臺大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台北病理中心

名譽教授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院長

中國工程院 院士

長庚大學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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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社區副院長

名譽院長

醒吾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經營管理所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教授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

萬芳醫院

台大醫院院長

台灣內科醫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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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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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臺大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臺大醫學院一般醫學科主任

(依姓氏筆劃排序)

國家衛生研究院

高雄醫學大學

院長

講座教授

校長

講座教授

亞東醫院 院長

董事長

臺灣皮膚科醫學院理事長

高雄醫學大學



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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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楊泮池 教

委員 賴裕和

委員 黃美智 護理

護理

顧問 黃璉華 護理

國立臺灣大學

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所

教授

教授

顧問 盧美秀 護理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
監事長

理事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

暨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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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院士

臺大醫學院院長

臺大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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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

台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

教授兼院長

(依姓氏筆劃排序)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

臺大醫院護理部
主任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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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