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L

V



第七屆 南丁格爾獎

民國98年的時候，我成立了「慈月基金會」，這是因為紀念我母親而

起的基金會名字，好友們都知道，這些年來在他們的支持與鼓勵下，從101

年開始，至今我們一同舉辦了七屆「南丁格爾獎」，尤其臺大李源德教授

當初的登高一呼，以及周燦德校長(現任醒吾科技大學校長、前教育部常務

次長)擔任智囊和文膽，還有摯友榮泰(現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奔走，再加上

其他醫界、護理界的前輩、專家，長年的指導與陪伴，讓我將「慈月」從

最初發心懷念母親，進而擴大為支持護理人員，期待更多國人能受到好的

護理資源。

說是照顧國人，事實上，近年來台灣護理人員不斷的自我精進，已在

國際間發揮重要影響力，造福範圍擴及地球村的子民。台灣的南丁格爾們

在照護系統、精密的技術方面，不斷創新研發，在國際間發表屢獲肯定，

也受邀到海外指導，或是國外醫護單位組隊來台灣觀摩學習⋯⋯，雖然我

們在WHO、WHA屢受政治力打壓，但這群堅守崗位、為民眾福祉一直前進

的護理人員，以他們的專業成為替台灣拓展外交的尖兵。

焦點回到國內，在我們城鄉差距未平、醫療資源不均的情況下，護理

人員除了努力傳承、互相支援，平日也倚靠其百分百的耐心和毅力，守護

偏鄉與離島的民眾。今年初，自願留在蘭嶼多年的蔡邑敏護理師，在惡劣

天候下以病人為優先，搭上空勤總隊黑鷹直升機進行空中轉診後送任務時

不幸罹難；此等為工作、為病人盡心死而後已的精神，令人感佩，因此我

與本屆評審委員一致同意頒發特殊奉獻獎予蔡護理師，希望藉此讓社會大

眾更肯定護理師的奉獻和專業。最後，再次說聲「感謝」，這是我們南丁

格爾獎不變的主軸，感謝白衣天使們！

創辦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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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醫院管理、代寫家書；從實地觀察及統計學分析驗證，比起營養缺失，

創傷感染更是傷兵死亡率的原因；於是積極改善病床序列、重視陽光及空氣

流通等環境因素，三個月間死亡率從42%降到2.2%。以科學分析找到癥結，

實事求是，勇於實踐，亦是偉大的「南丁格爾精神」。南丁格爾擅用組織及

溝通的管理策略，也引領更多中高階層婦女參於護士工作，提高護士的社會

地位。戰後藉她聲名，銳意改造護理工作，在S Thomas's Hospital設立護士

學校作育英才，著書立說，成為當今護理師養成雛型。

為彰顯並表揚台灣護理界高度發揮「南丁格爾精神」，今年慈月基金會

特別選出了以下團體獎及個人獎，謹略述其獲獎事蹟，以昭公信。

臺大醫院「傷口造口照護」團隊成立30年，每年平均照護高達13,000多

位病人，首創全台諮詢門診，肩負我國複雜傷口與困難造口照護的最後防

線。其術前標準化服務流程─腸造口定位率達72%，大幅降低腸造口周圍皮

膚炎，其水準成為世界指標。

林口長庚「燒傷護理照護」團隊成立18年，有我國最大收治量體，提供

病人從入院、手術、重建到恢復等ㄧ條龍專業照護服務，創造出優於亞、

歐、美洲等地之照護品質和水準。

臺北榮總「胸腔重症加護室A」團隊每年照護胸腔重症病人約6,700 

人，成功守護4,600位插管病人脫離呼吸器，發明多項照護輔具。本團隊的

照護成就和貢獻，以及高度專業能力，都是當今典範。

中榮護理部施素真副主任，運用資訊改善護理照護流程及提升照護品

質，多項創新研發落實重症護理照護，有效縮短交班時間及交班品質，減少

病人死亡率，建立有效安全的藥物使用及管理，實事求是，充分展現南丁格

爾情操。

衛福部桃園醫院郭昭岑衛教護理師長期深耕糖尿病人照護，建立全方位

模式，運用團隊支持力量，成立糖兄弟姊妹聯誼會，協助糖友在日常生活中

控制血糖。主動關懷弱勢及行動不便糖友居家生活，提供合宜衛教與關懷等

作為，堪為護理界典範。

雲林長庚醫院蔡麗琴護理督導從事護理照護達32年之久，於2010年投入

西南沿海偏鄉健康社區營造，利用工作之餘，將適村化健康促進活動帶入社

區，關懷偏鄉居民及弱勢族群，使獨居老人獲得完整與方便的照護，是南丁

「 神 腦 國 際 」 林 保 雍 總 裁 一 向 熱 心 社 會 公 益 ， 民 國 9 8                                            

年以慈母之名設立「慈月基金會」；又在101年創設「南丁格爾獎」，用於

彰顯南丁格爾精神，鼓舞夙夜匪懈、用心維護醫療品質，為數多達18萬的我

國護理同仁，迄今已有七年之久，甚獲社會肯定。

本年度評審委員有護理界領袖高靖秋理事長和黃璉華、盧美秀、賴裕

和、黃美智等護理教授；醒吾科大周燦德校長和陳烱松董事長等社會公正人
士；以及林芳郁、余幸司、吳明賢、陳肇隆、楊泮池和李源德等醫學教授參

與。感謝委員們大公無私、熱心奉獻、共襄盛舉，為「慈月基金會」選定本

年度實至名歸的得獎者。

本屆南丁格爾獎自民國106年12月15日至107年1月31日接受推薦報名參

選，符合資格通過初審者，共有團體獎28組327人、個人獎30人(其中績優獎

20人、特殊獎8人及新設樂活獎2人)。從服務單位分佈顯示，無論團體獎或

是個人獎，多以北部為最，且以大型醫院為主。是以，推廣我國各級醫療院

所護理同仁積極參賽，應該是「南丁格爾獎」當前的重要課題。

2月6日到2月26日進行複審，由各委員分別負責評審計分，採迴避方

式，每件由六至七名委員評分審定。團體獎按分數高低，取六名於3月11日

作現場簡報及隨即Q & A，當場計分高下。3月17日舉行決審會議，經全體委

員深度討論團體獎及個人獎項後，評審定案，其名單及獲獎事蹟如後表列。

評審委員重視「南丁格爾精神」的實踐，並以之為我護理照護典範，作

為推薦選拔獎勵的準繩。雖然，2005年起女權至上的時空背景下，曾經形

成南丁格爾形象爭論，但「南丁格爾精神」在護理照護有顛撲不破的典範價

值。南丁格爾女士出身1850年代英國維多利亞貴族，有濃厚的宗教信仰，

認定應從事承天開啓命的志業(vocation)，矢志照護貧苦大眾，投入當時被認
為是低賤、髒亂的護士工作，紆尊降貴、公而忘私，服務貧困弱勢族群，創

造有內涵又有品質的照護工作，是謂「南丁格爾精神」。

南丁格爾早期認定英法在傷病救護水準差距甚大，乃遠赴法國St. 

Vincent de Paul慈善女子修會學習，見賢思齊又是另種偉大的精神。時逢克

利米安戰爭，身先士卒組織38名護士投入護理傷患、參與手術、分配藥品、

2018 第七屆南丁格爾在台灣 評審紀實
格爾志業表現。

衛福部臺北醫院徐子玲主任投入護理工作29年，曾從事基層與偏遠地區

護理工作，積極推動國際醫療，培育多國護理人才，協助建置高品質護理系

統。其在台灣本島、離島護理實務，或是國際醫療的護理貢獻，都是南丁格

爾典範，是以獲獎。

 奇美醫院唐心如高階護理師服務於臨床護理17年，以全方位護理，活

用資源整合，著力重症及緩和照護之醫護共享決策，積極參與國內外義診服

務，善用實證知識轉譯，改善照護流程與方法，獲有國際會議與急救加護學

術獎項殊榮，足為典範。

臺大新竹分院吳紫菱護理師服務臨床9年，擔任傷造口個案管理師，主

動積極規劃臨床護理照顧模式，專業照顧質量甚為卓越。曾赴印度拉達克參

與國際醫療志工服務，運用傷造口專業經驗，發展在地化、客製化的護理功

能，足為護理人員典範。

又及，本評審委員會於3月11日複審會中，與會多數委員重視2月5日隨

機照護急病後送本島飛機失事，導致蔡邑敏護理師殉職事件，乃著手收集資

料提供評審。3月17日大家經過廣泛且深入討論後，認定蔡護理師救人捨

身，其奉獻堪比南丁格爾，應予頒獎紀念。

107年2月5日晚間，空勤總隊黑鷹直昇機自蘭嶼執行空中轉診後送任

務，蔡邑敏護理師為隨機護理師，當時天候不佳，惟為病患病情之需要，仍

舊執行任務，在「風超大」⋯⋯「又下雨」⋯⋯「我很怕」之情景下，於任

務途中失事遇難。渠捨我其誰、犧牲奉獻的高尚情操，實乃「南丁格爾精

神」之充分發揮。

因「蔡邑敏護理師殉難事件」，有感衛福部金門醫院「急重病轉送團

隊」以精簡人力，自願服務模式，24小時待命，守護病人生命安全，使命必

達，充分展現南丁格爾精神。是以一併敘獎，以表吾等之敬意，兼以喚醒國

人重視醫護人員之工作安危。

老子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剛」，人的生老病死，我護理同仁深

處其間，以「至柔」面對「至剛」，以「至愛」參透「人間」，是當今南丁

格爾的實踐，值此「國際護師節」到來，謹向我國堅守崗位，服務國人健康

的18萬護理同仁，敬致無盡謝意及敬意。

召集人: 李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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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深度討論團體獎及個人獎項後，評審定案，其名單及獲獎事蹟如後表列。

評審委員重視「南丁格爾精神」的實踐，並以之為我護理照護典範，作

為推薦選拔獎勵的準繩。雖然，2005年起女權至上的時空背景下，曾經形

成南丁格爾形象爭論，但「南丁格爾精神」在護理照護有顛撲不破的典範價

值。南丁格爾女士出身1850年代英國維多利亞貴族，有濃厚的宗教信仰，

認定應從事承天開啓命的志業(vocation)，矢志照護貧苦大眾，投入當時被認
為是低賤、髒亂的護士工作，紆尊降貴、公而忘私，服務貧困弱勢族群，創

造有內涵又有品質的照護工作，是謂「南丁格爾精神」。

南丁格爾早期認定英法在傷病救護水準差距甚大，乃遠赴法國St. 

Vincent de Paul慈善女子修會學習，見賢思齊又是另種偉大的精神。時逢克

利米安戰爭，身先士卒組織38名護士投入護理傷患、參與手術、分配藥品、

評審紀實
格爾志業表現。

衛福部臺北醫院徐子玲主任投入護理工作29年，曾從事基層與偏遠地區

護理工作，積極推動國際醫療，培育多國護理人才，協助建置高品質護理系

統。其在台灣本島、離島護理實務，或是國際醫療的護理貢獻，都是南丁格

爾典範，是以獲獎。

 奇美醫院唐心如高階護理師服務於臨床護理17年，以全方位護理，活

用資源整合，著力重症及緩和照護之醫護共享決策，積極參與國內外義診服

務，善用實證知識轉譯，改善照護流程與方法，獲有國際會議與急救加護學

術獎項殊榮，足為典範。

臺大新竹分院吳紫菱護理師服務臨床9年，擔任傷造口個案管理師，主

動積極規劃臨床護理照顧模式，專業照顧質量甚為卓越。曾赴印度拉達克參

與國際醫療志工服務，運用傷造口專業經驗，發展在地化、客製化的護理功

能，足為護理人員典範。

又及，本評審委員會於3月11日複審會中，與會多數委員重視2月5日隨

機照護急病後送本島飛機失事，導致蔡邑敏護理師殉職事件，乃著手收集資

料提供評審。3月17日大家經過廣泛且深入討論後，認定蔡護理師救人捨

身，其奉獻堪比南丁格爾，應予頒獎紀念。

107年2月5日晚間，空勤總隊黑鷹直昇機自蘭嶼執行空中轉診後送任

務，蔡邑敏護理師為隨機護理師，當時天候不佳，惟為病患病情之需要，仍

舊執行任務，在「風超大」⋯⋯「又下雨」⋯⋯「我很怕」之情景下，於任

務途中失事遇難。渠捨我其誰、犧牲奉獻的高尚情操，實乃「南丁格爾精

神」之充分發揮。

因「蔡邑敏護理師殉難事件」，有感衛福部金門醫院「急重病轉送團

隊」以精簡人力，自願服務模式，24小時待命，守護病人生命安全，使命必

達，充分展現南丁格爾精神。是以一併敘獎，以表吾等之敬意，兼以喚醒國

人重視醫護人員之工作安危。

老子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剛」，人的生老病死，我護理同仁深

處其間，以「至柔」面對「至剛」，以「至愛」參透「人間」，是當今南丁

格爾的實踐，值此「國際護師節」到來，謹向我國堅守崗位，服務國人健康

的18萬護理同仁，敬致無盡謝意及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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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醫院管理、代寫家書；從實地觀察及統計學分析驗證，比起營養缺失，

創傷感染更是傷兵死亡率的原因；於是積極改善病床序列、重視陽光及空氣

流通等環境因素，三個月間死亡率從42%降到2.2%。以科學分析找到癥結，

實事求是，勇於實踐，亦是偉大的「南丁格爾精神」。南丁格爾擅用組織及

溝通的管理策略，也引領更多中高階層婦女參於護士工作，提高護士的社會

地位。戰後藉她聲名，銳意改造護理工作，在S Thomas's Hospital設立護士

學校作育英才，著書立說，成為當今護理師養成雛型。

為彰顯並表揚台灣護理界高度發揮「南丁格爾精神」，今年慈月基金會

特別選出了以下團體獎及個人獎，謹略述其獲獎事蹟，以昭公信。

臺大醫院「傷口造口照護」團隊成立30年，每年平均照護高達13,000多

位病人，首創全台諮詢門診，肩負我國複雜傷口與困難造口照護的最後防

線。其術前標準化服務流程─腸造口定位率達72%，大幅降低腸造口周圍皮

膚炎，其水準成為世界指標。

林口長庚「燒傷護理照護」團隊成立18年，有我國最大收治量體，提供

病人從入院、手術、重建到恢復等ㄧ條龍專業照護服務，創造出優於亞、

歐、美洲等地之照護品質和水準。

臺北榮總「胸腔重症加護室A」團隊每年照護胸腔重症病人約6,700 

人，成功守護4,600位插管病人脫離呼吸器，發明多項照護輔具。本團隊的

照護成就和貢獻，以及高度專業能力，都是當今典範。

中榮護理部施素真副主任，運用資訊改善護理照護流程及提升照護品

質，多項創新研發落實重症護理照護，有效縮短交班時間及交班品質，減少

病人死亡率，建立有效安全的藥物使用及管理，實事求是，充分展現南丁格

爾情操。

衛福部桃園醫院郭昭岑衛教護理師長期深耕糖尿病人照護，建立全方位

模式，運用團隊支持力量，成立糖兄弟姊妹聯誼會，協助糖友在日常生活中

控制血糖。主動關懷弱勢及行動不便糖友居家生活，提供合宜衛教與關懷等

作為，堪為護理界典範。

雲林長庚醫院蔡麗琴護理督導從事護理照護達32年之久，於2010年投入

西南沿海偏鄉健康社區營造，利用工作之餘，將適村化健康促進活動帶入社

區，關懷偏鄉居民及弱勢族群，使獨居老人獲得完整與方便的照護，是南丁

格爾志業表現。

衛福部臺北醫院徐子玲主任投入護理工作29年，曾從事基層與偏遠地區

護理工作，積極推動國際醫療，培育多國護理人才，協助建置高品質護理系

統。其在台灣本島、離島護理實務，或是國際醫療的護理貢獻，都是南丁格

爾典範，是以獲獎。

 奇美醫院唐心如高階護理師服務於臨床護理17年，以全方位護理，活

用資源整合，著力重症及緩和照護之醫護共享決策，積極參與國內外義診服

務，善用實證知識轉譯，改善照護流程與方法，獲有國際會議與急救加護學

術獎項殊榮，足為典範。

臺大新竹分院吳紫菱護理師服務臨床9年，擔任傷造口個案管理師，主

動積極規劃臨床護理照顧模式，專業照顧質量甚為卓越。曾赴印度拉達克參

與國際醫療志工服務，運用傷造口專業經驗，發展在地化、客製化的護理功

能，足為護理人員典範。

又及，本評審委員會於3月11日複審會中，與會多數委員重視2月5日隨

機照護急病後送本島飛機失事，導致蔡邑敏護理師殉職事件，乃著手收集資

料提供評審。3月17日大家經過廣泛且深入討論後，認定蔡護理師救人捨

身，其奉獻堪比南丁格爾，應予頒獎紀念。

107年2月5日晚間，空勤總隊黑鷹直昇機自蘭嶼執行空中轉診後送任

務，蔡邑敏護理師為隨機護理師，當時天候不佳，惟為病患病情之需要，仍

舊執行任務，在「風超大」⋯⋯「又下雨」⋯⋯「我很怕」之情景下，於任

務途中失事遇難。渠捨我其誰、犧牲奉獻的高尚情操，實乃「南丁格爾精

神」之充分發揮。

因「蔡邑敏護理師殉難事件」，有感衛福部金門醫院「急重病轉送團

隊」以精簡人力，自願服務模式，24小時待命，守護病人生命安全，使命必

達，充分展現南丁格爾精神。是以一併敘獎，以表吾等之敬意，兼以喚醒國

人重視醫護人員之工作安危。

老子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剛」，人的生老病死，我護理同仁深

處其間，以「至柔」面對「至剛」，以「至愛」參透「人間」，是當今南丁

格爾的實踐，值此「國際護師節」到來，謹向我國堅守崗位，服務國人健康

的18萬護理同仁，敬致無盡謝意及敬意。

評審紀實評審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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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南丁格爾獎 得獎名單

臺中榮民總醫院 / 護理部 施素真 副主任

機構名稱 姓名 職稱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 護理科 郭昭岑 護理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 護理部 蔡麗琴 護理督導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 護理科 徐子玲 主任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 內科加護病房 唐心如 高階護理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 護理部 吳紫菱 傷口造口護理師

機構名稱 服務單位 團體成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傷口造口照護團隊

胸腔重症加護室A團隊

燒傷護理照護團隊

張慈惠 等7人

鄒怡真 等8人

沈永釗 等13人

臺東縣蘭嶼鄉衛生所 / 護理部 蔡邑敏 護理師

機構名稱 姓名 職稱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急重症轉送團隊 朱樺倩 等10人

機構名稱 服務單位 團體成員

特殊奉獻獎

團 體 獎

績優奉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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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奉獻獎 (一)

蔡邑敏

護理師

(總年資5年4個月)

臺東縣蘭嶼鄉衛生所
護理部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臺東縣蘭嶼鄉衛生所護理師2013.04~2018.02

臺南新樓醫院2012.11~2013.04

蔡邑敏護理師出生臺東縣蘭嶼鄉，父母是蘭嶼退休的校長及老師。自幼秉

持父母終身服務偏鄉教育，樂於助人，無私奉獻的家訓。自慈惠護專畢業後，

先到臺南新樓醫院工作一年，雖非公費原民生，仍自願奉獻偏鄉離島，返回蘭

嶼故鄉，協助醫療衛生，照護民眾健康，夙有「蘭嶼情人」之稱。在蘭嶼衛生

所服務約五年，一本守護蘭嶼五千多位居民的健康照護責任之初衷，繼續服

務，不忍離去。蔡護理師工作認真，本性熱情、活潑樂觀，常能感染在診間和

公衛宣導活動中的每一位族人，深得大家信任。蔡護理師小名「阿敏」、「妹

妹」，她的臉書經常分享保健知識與照片，透露出她對醫護工作的熱愛。

蘭嶼鄉衛生所為臺東縣蘭嶼鄉唯一一家醫療院所，必須執行門診服務、緊

急醫療、巡迴醫療、公衛宣導、健康篩檢及長照等業務，其護理人員也必須有

全方位的才能，如若遇有無法處置之急重症病人，後送台灣本島時，率由衛生

所護理人員輪班隨機執行救護任務，不因無有危險津貼之加給，「她沒有抗拒

的資格，因為這是任務，也是工作」。

空中轉診後送風險高，尤其是天候瞬息萬變的蘭嶼，107 年 2 月5 日晚間，

1架空勤總隊黑鷹直昇機自蘭嶼執行空中轉診後送任務，阿敏護理師為隨機空中

護理人員，當時雖天候不佳，惟為病人病情需要，仍需克服心中恐懼執行任

務，不幸卻於任務途中失事遇難。當次事故，蔡護理師在直昇機上發出簡訊，

「但降不降的下來還不知道」，與母親說「我再給你打電話」⋯⋯「風超大」

⋯⋯「又下雨」⋯⋯「我很怕」，從此一去不回，實在令人心酸。

就此次遭逢空中救護事變，蔡護理師支援醫療救護團隊，冒險犯難，一本

護理專業及職守，照顧病人，救急救難，犧牲自己年僅28歲的寶貴生命，充分

展現她善盡專業本分與奉獻照護病人的護理情操，具體發揚南丁格爾的偉大精

神，誠為當今「南丁格爾」典範，我等醫療衛生照護界給予高度肯定及緬懷。

是以特別追贈南丁格爾獎「特殊奉獻獎」，以表無盡不捨及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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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急重症轉送團隊

得

獎

理

由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急重症轉送團隊」以精簡的團隊人力，採自願工作

服務模式，不顧自己生命安危，只為守護病人生命安全，成員必須 24 小時全天

候待命，使命必達，充分展現南丁格爾精神。從金門飛台灣，雲裡來、風裡

去，其犧牲奉獻的偉大照護情操，正是本團隊成員的工作寫照。

    金門離島醫療資源缺乏，轉診病人常屬重症，其轉送過程必須戰戰兢兢

的監控及處置，更要適時、效率、安全地將病患及家屬交付給後送的責任醫

院，也要事後密切追蹤病人的病況發展，確保其獲得適當的醫療照護，隨時和

後送醫院做及時的回報和接洽。每次行程都必須和病人一同搭乘高危險的直昇

機來回奔波，常須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全心全力以守護病患安全為第一，這種

捨己為人的護理情操，誠屬難能可貴。

    十多年來，本團隊每年服務後送病人照護量在60至100人之間，完成

「沒有漏接」、救命無數的「轉送接力」。隊成員無怨無悔的承擔與付出，造

福無數病患，保障離島居民的生命安全，居功厥偉，應予高度肯定。是以特頒

南丁格爾團體獎「特殊奉獻獎」，以彰顯其冒險犯難、勇往直前的照護情操。

朱樺倩(代表人)、楊嚴緗、傅菁敏、陳韻如、黃鈺涵

郭巧鳳、林聖潔、陳佩雯、黃珮芸、吳莉玲

特殊奉獻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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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傷口造口照護團隊

得

獎

理

由

「臺大醫院傷口造口照護團隊」始於1988年，歷經1995年傷口造口治療訓

練，復有病友關愛協會、傷口造口及失禁護理學會等成立助陣，乃於2007年以

「傷口造口照護單位」為專責窗口，竭力治療及研發照護之發展。歷經十多

年，「臺大醫院傷口造口照護團隊」一本視病猶親的同理心，注重專業護理評

估、精緻傷口造口照護技術，獨立性與連續性傷口造口護理服務。成立三十年

來，每年平均提供高達13,000多位病人。

臺大團隊首創全台傷口造口照護諮詢門診，肩負全國各醫療院所複雜傷口

與困難造口照護的最後防線。其創新多項傷造口巧思方法及用物，整合各種照

護模式，提供精進之傷口、腸造口及泌尿造口護理，優異的專業照護表現，對

降低醫療照護成本、提升病人生活品質，貢獻卓著。

臺大團隊率先全國，將術前腸造口定位列入標準化服務流程，提升造口定

位率達72%，並大幅降低腸造口周圍皮膚炎發生率，成效媲美世界指標水準。

此外，亦積極協助壓瘡新概念及預防措施宣導教育、錄製多國語言影片、海

報；並將優質的照護經驗傳承、分享至國內外醫療院所、學校和相關病友團

體，嘉惠病友無數。其優異表現和貢獻曾獲頒 2016年「SNQ 國家品質標章」、

「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金獎，及臺大「服務特殊優異團隊獎」等殊榮，堪稱

現代南丁格爾典範團隊。是以特頒予南丁格爾獎「團體獎」，以表彰其成就和

貢獻。

張慈惠(代表人)、胡文郁、吳靜怡

許曉萍、蕭晴文、鍾美智、賴幸伶

團體獎 (一)



第七屆 南丁格爾獎

臺北榮民總醫院
胸腔重症加護室A團隊

得

獎

理

由

「臺北榮總胸腔重症加護團隊」有精準、友善、專業及高效能的照護流

程，並以「持續創新、無微不至」的關懷理念，融合周全照護與創意美學，提

供「十全」照護模式。每年照護胸腔重症病人約6,700人，成功守護4,600位插

管病人脫離呼吸器，本團隊優異的照護成就和貢獻，及高度專業能力，都是當

今典範。

北榮團隊依照護病患之需求，研發各種照護輔具，諸如「磁扣約束手

套」，協助非計畫氣管內管移除率降至千分之0.6；客製化減壓敷料，降低臉部

皮膚壓力性損傷的比率至0.06%；醫病共享氣切決策，成功接受氣切執行率達 

93.6%，考慮氣切天數縮短至3.1天等。藉由不斷地創新照護模式，將關懷透過

創意無限擴展延伸。

本團隊以色彩管理建立環境清潔消毒機制；啟動重症安寧照護措施，有效

提升安寧療護涵蓋率至58.8%；設計行動污物磅秤車，落實污衣污物不落地的感

控規範；設計 All in One 病人運送車，只需2分鐘即可完成運送前準備。北榮團

隊有多項創新研發創作，獲4項專利和2項技轉，對持續性照護品質改善、營造

病人安全文化績效卓著，曾獲頒1項國際金獎、40項國內獎項。「臺北榮總胸腔

重症加護」團隊在胸腔重症照護領域，確有卓越成就和實用貢獻，是以特頒予

南丁格爾獎「團體獎」。

鄒怡真(代表人)、廖淑貞、蘇瑞源

郭帝均、謝明格、林俐君、何慧敏、葉旻姍

團體獎 (二)



第七屆 南丁格爾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燒傷護理照護團隊

得

獎

理

由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燒傷護理照護團隊」成立迄今十八年，集合專科醫

師、復健師及心理諮詢師，肩負燒燙傷照護重任，是我國最大收治量體和全國

唯一專屬燒傷中心，提供病人從入院、手術、重建到恢復等ㄧ條龍專業照護服

務，其優異表現創造出優於亞、歐、美洲等地之照護品質和水準。

長庚團隊首創「Family」整體性照護模式，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理

念，強調快速處置快速復原；設有成組換藥機制，依病人換藥面積，分別以2~4

位護理師進行團隊換藥，大幅縮短換藥時間，有效減輕病人疼痛，避免感染及

體溫喪失。同時，也連結各醫療團隊、陽光基金會等社會資源，促使病人得以

早日回歸家庭、學校、職場及社會。

本團隊平時積極整合具燒燙傷照護知能之護理志工，在大量燒傷病患發生

時，可有效緊急動員照護能量。2000年新航空難事件，收治機上燒傷病患21

人，創造零死亡率；2015年發生八仙塵爆，收治63名病患，平均每人燒傷面積

達44%，皆能痊癒並順利出院，其專業團隊照護成就非凡。

長庚團隊為善盡醫護社會責任，成立病友回娘家活動，透過活動了解病人

出院後的問題，並以即時衛教輔導病家，解除一時之困。每年進行幼兒園及國

小學童預防燒燙傷衛教活動，提供年幼學童預防燒燙傷及緊急處理知識；另

外，亦積極發表及分享照護相關知能，為國內外專科人員代訓及參訪，全面提

升同儕照護水準。本團隊以優異之照護績效，曾獲頒第二十屆國家生技醫療品

質「護理照護服務類—護理照護特色組」金獎。其卓越成就和熱心奉獻，令人

感動，誠為當今典範，特頒予南丁格爾獎「團體獎」。

沈永釗(代表人)、莊文怡、張雅惠、林慧琦、陳慧俐、陳麗芬

陳淑玲、王怡芳、林雅儀、邱筠涵、呂慧芳、陳麗娜、陳雅琦

團體獎 (三)



第七屆 南丁格爾獎

施素真

副主任

1980.07~迄今 (總年資36年6個月)

臺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簡

歷

得

獎

理

由

臺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副主任2017.10~迄今

臺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督導長2012.04~2017.10

臺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護理長1993.08~2012.04

臺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副護理長 1988.08~1993.08

臺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護士1982.12~1988.08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護士1980.07~1982.12

施素真現服務臺中榮民總醫院護理部副主任，從事護理工作達三十六年六

個月。從基層臨床照護工作開始，歷經護理各級主管歷練。近十年來，運用資

訊改善護理照護流程及提升照護品質，研發創新包括：「痰液顏色標準色卡」，

除以傳統文字描述痰液顏色外，尚佐以色卡輔助；整合八項智慧重症護理資訊

功能，落實重症護理照護；依TRM模式設計「加護病房電子交班系統」，有效

縮短交班時間及交班品質；以「嚴重敗血症早期目標導向治療警示照護跟隨系

統」，有效減少病人死亡率；以「數位化管制藥品管理櫃」建立有效安全的藥

物使用及管理；以「雷射水平零點校正儀」，促使護理人員容易及準確執行心

臟零點位置校正等。

以上創新發明，榮獲國內多項創新發明及專利等獎項，尤以「痰液顏色標

準色卡」的發明，更榮獲韓國首爾發明獎銀牌。施素真副主任善用床邊護理照

護經驗，在工作中積極創新，熱心護理專業，足為典範，是以獲獎。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一)



第七屆 南丁格爾獎

郭昭岑

護理師

1996.01~迄今 (總年資22年)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護理科

得

獎

理

由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護理科 護理師1996.01~迄今

郭昭岑是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的糖尿病衛教護理師，長期深耕糖尿病人之

照護，建立全方位糖尿病照護，運用團隊支持力量，籌畫成立糖兄弟姊妹聯誼

會，針對不同屬性糖友，組成個別化糖友團隊，有第ㄧ型糖尿病友會、胰島素

團體、減重團隊、運動團隊等，協助糖友在日常生活中控制血糖。郭護理師積

極培育優秀同儕及家屬志工，主動關懷弱勢及行動不便糖友居家生活，帶領團

隊深入社區探訪，在真實居家狀況接觸糖友，提供合宜衛教與關懷，大大增加

醫療之遵從性與執行性，有效達到控糖生活，所作所為讓糖友及家屬深受感

動。

在專業發展上，積極推動優質糖尿病衛教師職場，創新制定執行糖尿病臨床

護理指引，在糖尿病照護上親力親為，並展現護理專業服務的熱忱度，連續三年

獲得國健署全國糖尿病執行成效傑出及特優獎成為標竿；首創「住院糖尿病血糖

關懷照護模式」，結合醫師、護理衛教師及營養師的照護小組，主動出擊，不等

照會，床邊訪視提供血糖控制建議及溫馨關懷，常因病況不佳多次探訪，減少糖

友的焦慮與恐懼不安，其優良事蹟頗值國內糖尿病照護借鏡。郭昭岑護理師的努

力與奉獻，彰顯南丁格爾的尊貴情操，誠乃當今護理典範，是以獲獎。

簡

歷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二)



第七屆 南丁格爾獎

蔡麗琴

護理督導

1986.01~迄今 (總年資32年1個月)

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部

得

獎

理

由

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部 護理督導2010.09~迄今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部 護理督導 2009.10~2010.08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內科 護理長 1992.07~2009.09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腦神經內科 護理師 1986.01~1992.06

蔡麗琴督導從事護理照護工作三十二年，目前服務於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

林長庚紀念醫院。曾參與1997年AIDS風暴期病人照護、1999年921大地震南投

信義鄉賑災活動、2003年SARS、2009年88風災(莫拉克颱風)救災及關懷災區護

師等，2010年階段性轉捩點跨越「框架」，由醫學中心走入社區型地區醫院，

投入健康社區營造工作。

近八年的歲月裡，蔡督導在雲林縣「風頭水尾」沿海偏鄉組織健康促進護

理團隊，利用工作之餘，融入當地農漁業村民的生活作息，下班後或例假日，

親自帶著護理師於麥寮、台西鄉28村走透透，了解居民的健康照護需求，拍攝

健康宣傳影片提供預防保健知識、推廣肺部健康促進，營造無菸社區、校園及

醫院，發展社區健康促進及長者關懷活動等，曾榮獲無菸醫院金獎及績效卓越

感謝狀。

蔡督導積極將適村化健康促進活動帶入社區，發揮在地化的護理服務，關

懷偏鄉居民、弱勢族群及獨居老人，提供就醫便利性及樂活健康促進服務。其

不畏艱難，以愛心與熱忱達成使命，足為當今南丁格爾，是以獲獎。

簡

歷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三)



第七屆 南丁格爾獎

徐子玲

主任

1989.06~迄今 (總年資28年8個月)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護理科

得

獎

理

由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護理科 主任2011.01~迄今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護理科 督導長 2009.01~2011.0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衛生中心 專案管理師 2008.01~2009.0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護理科 督導長 2003.07~2008.01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護理科 護理長 1998.03~2003.07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護理科 護理師 1993.04~1998.03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護理科 護士 1989.06~1993.04

徐子玲主任從事護理工作二十九年，積極投入健康照護服務。曾協助金門

花崗石醫院洗腎室改善與重新建置；於八仙塵爆事件中，協助29名中重度燒燙

傷病人復原。也參與國際醫療，擔任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的衛生中心管理師，完

成多項公共衛生業務。辦理亞洲太平洋地區護理人員培訓，協助衛生署臺北醫

院和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的馬久羅醫院簽訂姊妹醫院，進行醫療儀器的捐贈，對

於國際醫療貢獻良多。

另外，亦積極推動台北醫院電腦資訊化，完成院內護理排班系統電腦化，

導入RFID給藥系統，加入圖片辨識及相關藥物資訊，促進護理人員給藥之效能

與正確性，建立「自動辨識整合應用之病人安全照護系統」，獲得SNQ國家品

質標章認證。

徐主任積極任事，投注諸多心力，曾從事基層與偏遠地區護理工作，積極

推動國際醫療，培育多國護理人才，協助建置高品質的護理系統。其在台灣本

島、離島護理實務，或是國際醫療的護理貢獻，都是南丁格爾典範，是以獲

獎。

簡

歷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四)



第七屆 南丁格爾獎

唐心如

高階護理師

2000.07~迄今 (總年資17年6個月)

奇美醫院
內科加護病房

得

獎

理

由

奇美醫院 內科加護病房 高階護理師2011.01~迄今

奇美醫院 心臟內科加護病房 護理長 2010.01~2010.12

奇美醫院 心臟外科加護病房 副護理長 2008.02~2009.12

奇美醫院 移植中心 護理長 2007.09~2008.01

奇美醫院 神經內外科加護病房 副護理長 2007.01~2007.08

奇美醫院 心臟外科加護病房 副護理長 200502~2006.06

奇美醫院 心臟外科加護病房 護理師 2000.07~2005.01

唐心如高階護理師從事臨床護理工作十七年，歷任心臟內科加護病房護理

長，現任高階護理師。著重全方位護理，在臨床實務上活用資源整合概念，蔚

成跨團隊溝通橋樑；著力重症緩和照護及醫護共享決策，偕同安寧個案管理師

協助患者及家屬選擇接受/放棄維生設備及急救措施，符合善終準備的意願。

投身學校護理教育，輔導後起之秀完成能力進階，協助臨床護理人才培育

不遺餘力。積極參與國內外義診服務，多次前往菲律賓、北印度拉達克、所羅

門群島等地進行照護援助，與當地護理師進行護理照護模式交流，頗獲讚許。

唐心如護理師具台灣實證醫學會實證健康照護教師、考科藍摘要中文翻譯

志工及JBI實證中心國際認證評讀員等資格。重視實證知識轉譯，改善照護流程

與方法。參與國際會議與學術交流，曾獲2017年全聯會優良研究、APNRC 

Outstanding Poster Award及急救加護優良文章等獎項殊榮。唐心如護理師矢志全

方位護理師，全心全力奉獻護理照護，成績優異，足為典範，特頒予南丁格爾

績優奉獻獎。

簡

歷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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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紫菱

傷口造口護理師 

2009.05~迄今 (總年資8年8個月)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護理部

得

獎

理

由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護理部 傷口造口護理師2014.01~迄今

臺大醫院新竹分院 護理部 內科護理師 2009.05~2013.12

吳紫菱護理師服務臨床九年，擔任傷造口個案管理師，服務對象囊括住

院、門診、居家及安寧療護病人，主動積極規劃臨床護理照顧模式，提升護理

照顧品質及專業性。常主動關懷病人及家屬，無微不至，屢獲讚許，服務量近

6,000人次，成效卓越。

103-104年兩度參與印度拉達克國際醫療志工服務，在衛生環境不佳，水源

不足的環境下，協助設立保健室，執行健康篩檢及轉介、建立健康手冊及資料

庫、各級衛教教學指導、建立衛教管理系統與人員訓練及醫療轉介處置服務等

事項，運用傷造口專業的經驗，以在地化、客製化的過程發展，積極發展護理

的獨特角色功能。另在傷造口護理領域持續有國際論文發表，展現台灣傷造口

照護於國際間的能見度。

主動與各專業學會合作，針對竹苗地區專科護理師、臨床護理師及護理學

生，提供傷造口護理的專業教育訓練，提升傷造口專業照護的普及性，獲得醫

院及護理師公會之肯定；表現優異，足為護理人員典範，特頒予南丁格爾績優

奉獻獎。

簡

歷

績優奉獻獎得獎者(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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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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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醫學大學醫/教余幸司委員 講座教授

臺大醫院醫吳明賢委員 教授

亞東醫院醫林芳郁委員 院長

醒吾科技大學教周燦德委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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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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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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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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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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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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理黃美智委員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楊泮池委員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所護理賴裕和委員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醫療體系護理部門護理黃璉華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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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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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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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醫學大學

護理學院教授兼院長

 (依姓氏筆畫排序)

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第七屆南丁格爾獎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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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捐款贊助‧協辦本項活動

贊助金額300,000元整

贊助金額500,000元整
陳景松 董事長

廖裕輝 董事長

感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