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多一天勝過照顧多一點

十三年前創立慈月基金會，這個我一手推動的公益事業，獲得許多貴人的

相助，這些年來看見護理人員在社會上被推升至更崇高的地位，是我投身公益

以來最大的欣慰，時至今日，南丁格爾獎受到各界高度認同與全國矚目，我心

想一定要繼續耕耘下去，而且要訂下更高遠的目標！

從第一屆到第十屆，前召集人李源德院長帶領專業的評審委員，以護理模

範、貢獻卓越為評選標竿，過去表揚了個人獎80位護理師、團體獎30組護理團

隊，累計獲獎者451位，樹立了十年的里程碑，建立起南丁格爾獎的權威性，

而今年是第二個十年的開始，召集人角色將傳棒給楊泮池校長，並歡迎兩位評

審委員明金蓮主任、曾雅玲教授的加入，非常感謝所有評審委員及顧問公正、

專業、客觀的評選，讓獎項十年以來大受肯定！

從平地到部落、都市到偏鄉，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白衣天使暖心守

護的身影，南丁格爾獎近年也獎勵了更多偏鄉長照機構、居家護理所的護理

師，他們竭力弭平城鄉差距、順應風土民情，用心聆聽居民的每一個需要，從

無到有、一針一線將醫護服務細心填補；他們低著頭默默地奉獻，也許一般大

眾不會知道他們專業盡責、細心照護，以淚水與汗水交織而成的護理故事；慈

月基金會十年來透過頒發「南丁格爾獎」，讓「護理」最真實的美麗面貌展露

無遺！

衛福部統計國人歷年「不健康餘命」，2012年為7.95年，至2019年已增

加至8.47年，為過去8年來的新高點。對於不健康餘命有許多研究，包括防治

老化、延緩老化等相關社會服務行動都在進行中，然而這些行動沒辦法立竿見

影，未來關於長照政策的預算與運用應該面對縮短不健康年歲的問題，讓國人

不僅活得長壽、也活得健康，努力讓健康多一天勝過照顧多一點！在國際護師

節前夕，由衷感謝在台灣每個角落用心奉獻的白衣天使，對全民生命健康的守

護，獻上最真摯的感謝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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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無私的精神進行評比，並於評審會議中極盡心力的熱烈討論，非常辛苦的

擇定各領域優秀之典範護理同仁。

 民國111年1月26日到2月17日進行複審，由各委員分別負責評審計分，

採迴避方式，每位評審審定總件數約50件。依成績選出個人獎類10名團體獎

6名，於3月5日及3月6日進行現場簡報及隨即詢答，當場計分並按名次先後

決定入選名次。3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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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略述團體獎及個人獎其獲

獎事蹟如下:

 一、團體金獎為亞東紀念醫院團隊，他們在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院

內爆發感染期間，不畏艱險，將士用命，承擔防疫重任，克服種種困難圓滿

完成任務。而團隊服務之醫院因位處疫情風暴中心，收治了全國高達11%的

重症確診病人及全國8.6%、新北地區19%確診病人，共收治1345位確診病人。

此外亦承接板橋、三重兩家加強版集檢所，收治834位輕症確診個案；另照

護集檢所126位居隔個案；承載著超額照護的需求與期待。在這場內外交迫

的疫癘之戰中，團隊同仁靈活應變，以堅定的意志，齊心協力救死扶傷，終

於穩住了疫情，守護國人生命的健康。讓台灣成為全球新冠肺炎防疫的奇蹟，

誠為護理照護團隊的最佳典範。

 二、樂活照護天使金獎為幸福居家護理所吳美儀所長：吳所長為高雄市

美濃區第一個以醫事單位成立C級巷弄長照站的單位，致力於社區進行預防

及延緩失能活動帶領，迄今共成立了三個C級巷弄長照站。統合大旗美區的

社會資源，透過跨團隊討論，提供個案更適切的資源連結，並與團隊合作，

讓個案生活可以無縫接軌。吳所長致力於樂活照護的慈心、愛心及優異表現，

殊堪為南丁格爾獎楷模。

 護理同仁第一線照顧病患，是醫護團隊中最重要的一環，在這兩年來新

冠疫情的肆虐下，感觸猶深。台灣在新冠疫情表現優異，除了要感謝國家防

疫策略得當外，最重要感謝醫護同仁的努力和辛勞付出，特別是在第一線照

護新冠患者的護理同仁。

 「南丁格爾獎」是台灣表彰辛苦付出護理同仁的最高獎項，藉由每年南

丁格爾獎選出護理同仁的典範來感謝和鼓勵她們是非常有意義的活動。「慈

月基金會」是「神腦國際」林保雍總裁，民國98年以慈母之名設立，林總裁

一向熱心社會公益並關懷弱勢族群健康及照護弱勢家庭；於101年創設「南

丁格爾獎」，其後更號召多位企業家黃冠豪律師、許文及石原董事長、林澤

安院長等善心人士(贊助名單詳如附表)，用於彰顯南丁格爾精神，鼓舞台灣

所有的護理同仁，用愛心和努力建立高品質的護理照顧，提昇醫護水準，維

護國人健康。本獎項設立後，由李源德教授主持評審10年，甚獲社會肯定。

 2022年第11屆「南丁格爾獎」奉慈月基金會董事長林保雍先生、執行長

卓榮泰先生及老師李源德教授囑託，由本人承接評審委員會召集人工作，本

年度評審委員有護理界領袖高靖秋理事長和曾雅玲、明金蓮、黃璉華、盧美

秀、賴裕和、王秀紅等護理教授；正修科大周燦德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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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德和我本人等教

授參與。

 本屆南丁格爾獎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至111年1月20日接受推薦報名參

選，符合資格通過初審者，共有團體獎29組337人、個人獎38人。首先感謝

評審委員們大家齊聚一堂，為「慈月基金會」選定本年度實至名歸的「南丁

格爾獎」獲獎者。評審其間，委員們努力評審，明察事蹟，尋求佐證，以大

 三、個人績優奉獻金獎為奇美醫院李穎利督導：積極將傳統護理照護專

業知能結合資訊科技跨域整合，拓展護理服務量能。93年一手打造醫院護理

資訊系統，並推廣協助輔導國內、外醫院系統開發，培訓相關人才，並規劃

推動台灣初階及進階諮詢護理師認證制度，對提升護理智慧化、資訊化貢獻卓

著。為落實智慧醫療、科技護理，她跨領域與相關業者合作開發了多項護理

資訊科技應用系統，並導入臨床應用，對降低護理師勞務負荷助益頗大。

 四、另一位個人績優奉獻金獎為衛福部桃園醫院陳素里主任：陳主任自

2003年參與SARS防疫工作以來，她持續與機場合作舉辦防疫全流程實演，

2020年當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開始，她率領護理團隊守護國門及國人安全，

2021年1-2月院內發生感染，配合院方啟動緊急危機應變，處理確診、疫調、

匡列、隔離安排、人力調度、轉院等事宜，並積極關懷確診、居隔及留院照

護病人的護理團隊。她對護理工作投入的優異表現，足堪為護理楷模。

 五、今年非常特別的有一位男性護理同仁獲得績優奉獻銅獎，他是衛福

部草屯療養院黃耀輝督導，他致力於關懷偏鄉弱勢民眾心理健康需求及社區

精神病人照護，與政府合作推動社區危急精神病人照顧、自殺防治，將精神

居家治療帶入偏鄉並促進部落長者的健康。黃督導透過活用多媒體教材推動

衛教，並身體力行進入山區送達藥物，讓患者受到妥善照顧，消弭城鄉差距，

保障偏鄉醫療品質，其熱心精神病患照護的敬業事蹟，足為護理楷模。

 兩百多年前南丁格爾犧牲奉獻的精神，至今仍無時無刻的在你我身邊體

現，除了高品質的護理照護，更展現了生命的溫度。很榮幸肩負此次評審委

員會召集人的任務，希望帶給辛勞的護理同仁鼓舞與勉勵， 讓大家能更尊重

其專業、珍視他們的無私奉獻，讓我們齊心感謝這群默默為全民健康付出的

南丁格爾！



評審紀實評審紀實
公無私的精神進行評比，並於評審會議中極盡心力的熱烈討論，非常辛苦的

擇定各領域優秀之典範護理同仁。

 民國111年1月26日到2月17日進行複審，由各委員分別負責評審計分，

採迴避方式，每位評審審定總件數約50件。依成績選出個人獎類10名團體獎

6名，於3月5日及3月6日進行現場簡報及隨即詢答，當場計分並按名次先後

決定入選名次。3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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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略述團體獎及個人獎其獲

獎事蹟如下:

 一、團體金獎為亞東紀念醫院團隊，他們在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院

內爆發感染期間，不畏艱險，將士用命，承擔防疫重任，克服種種困難圓滿

完成任務。而團隊服務之醫院因位處疫情風暴中心，收治了全國高達11%的

重症確診病人及全國8.6%、新北地區19%確診病人，共收治1345位確診病人。

此外亦承接板橋、三重兩家加強版集檢所，收治834位輕症確診個案；另照

護集檢所126位居隔個案；承載著超額照護的需求與期待。在這場內外交迫

的疫癘之戰中，團隊同仁靈活應變，以堅定的意志，齊心協力救死扶傷，終

於穩住了疫情，守護國人生命的健康。讓台灣成為全球新冠肺炎防疫的奇蹟，

誠為護理照護團隊的最佳典範。

 二、樂活照護天使金獎為幸福居家護理所吳美儀所長：吳所長為高雄市

美濃區第一個以醫事單位成立C級巷弄長照站的單位，致力於社區進行預防

及延緩失能活動帶領，迄今共成立了三個C級巷弄長照站。統合大旗美區的

社會資源，透過跨團隊討論，提供個案更適切的資源連結，並與團隊合作，

讓個案生活可以無縫接軌。吳所長致力於樂活照護的慈心、愛心及優異表現，

殊堪為南丁格爾獎楷模。

 三、個人績優奉獻金獎為奇美醫院李穎利督導：積極將傳統護理照護專

業知能結合資訊科技跨域整合，拓展護理服務量能。93年一手打造醫院護理

資訊系統，並推廣協助輔導國內、外醫院系統開發，培訓相關人才，並規劃

推動台灣初階及進階諮詢護理師認證制度，對提升護理智慧化、資訊化貢獻卓

著。為落實智慧醫療、科技護理，她跨領域與相關業者合作開發了多項護理

資訊科技應用系統，並導入臨床應用，對降低護理師勞務負荷助益頗大。

 四、另一位個人績優奉獻金獎為衛福部桃園醫院陳素里主任：陳主任自

2003年參與SARS防疫工作以來，她持續與機場合作舉辦防疫全流程實演，

2020年當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開始，她率領護理團隊守護國門及國人安全，

2021年1-2月院內發生感染，配合院方啟動緊急危機應變，處理確診、疫調、

匡列、隔離安排、人力調度、轉院等事宜，並積極關懷確診、居隔及留院照

護病人的護理團隊。她對護理工作投入的優異表現，足堪為護理楷模。

 五、今年非常特別的有一位男性護理同仁獲得績優奉獻銅獎，他是衛福

部草屯療養院黃耀輝督導，他致力於關懷偏鄉弱勢民眾心理健康需求及社區

精神病人照護，與政府合作推動社區危急精神病人照顧、自殺防治，將精神

居家治療帶入偏鄉並促進部落長者的健康。黃督導透過活用多媒體教材推動

衛教，並身體力行進入山區送達藥物，讓患者受到妥善照顧，消弭城鄉差距，

保障偏鄉醫療品質，其熱心精神病患照護的敬業事蹟，足為護理楷模。

 兩百多年前南丁格爾犧牲奉獻的精神，至今仍無時無刻的在你我身邊體

現，除了高品質的護理照護，更展現了生命的溫度。很榮幸肩負此次評審委

員會召集人的任務，希望帶給辛勞的護理同仁鼓舞與勉勵， 讓大家能更尊重

其專業、珍視他們的無私奉獻，讓我們齊心感謝這群默默為全民健康付出的

南丁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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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無私的精神進行評比，並於評審會議中極盡心力的熱烈討論，非常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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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迴避方式，每位評審審定總件數約50件。依成績選出個人獎類10名團體獎

6名，於3月5日及3月6日進行現場簡報及隨即詢答，當場計分並按名次先後

決定入選名次。3月6日舉行決審會議，經全體委員深度討論團體獎及個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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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務。而團隊服務之醫院因位處疫情風暴中心，收治了全國高達11%的

重症確診病人及全國8.6%、新北地區19%確診病人，共收治1345位確診病人。

此外亦承接板橋、三重兩家加強版集檢所，收治834位輕症確診個案；另照

護集檢所126位居隔個案；承載著超額照護的需求與期待。在這場內外交迫

的疫癘之戰中，團隊同仁靈活應變，以堅定的意志，齊心協力救死扶傷，終

於穩住了疫情，守護國人生命的健康。讓台灣成為全球新冠肺炎防疫的奇蹟，

誠為護理照護團隊的最佳典範。

 二、樂活照護天使金獎為幸福居家護理所吳美儀所長：吳所長為高雄市

美濃區第一個以醫事單位成立C級巷弄長照站的單位，致力於社區進行預防

及延緩失能活動帶領，迄今共成立了三個C級巷弄長照站。統合大旗美區的

社會資源，透過跨團隊討論，提供個案更適切的資源連結，並與團隊合作，

讓個案生活可以無縫接軌。吳所長致力於樂活照護的慈心、愛心及優異表現，

殊堪為南丁格爾獎楷模。

 三、個人績優奉獻金獎為奇美醫院李穎利督導：積極將傳統護理照護專

業知能結合資訊科技跨域整合，拓展護理服務量能。93年一手打造醫院護理

資訊系統，並推廣協助輔導國內、外醫院系統開發，培訓相關人才，並規劃

推動台灣初階及進階諮詢護理師認證制度，對提升護理智慧化、資訊化貢獻卓

著。為落實智慧醫療、科技護理，她跨領域與相關業者合作開發了多項護理

資訊科技應用系統，並導入臨床應用，對降低護理師勞務負荷助益頗大。

 四、另一位個人績優奉獻金獎為衛福部桃園醫院陳素里主任：陳主任自

2003年參與SARS防疫工作以來，她持續與機場合作舉辦防疫全流程實演，

2020年當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開始，她率領護理團隊守護國門及國人安全，

2021年1-2月院內發生感染，配合院方啟動緊急危機應變，處理確診、疫調、

匡列、隔離安排、人力調度、轉院等事宜，並積極關懷確診、居隔及留院照

護病人的護理團隊。她對護理工作投入的優異表現，足堪為護理楷模。

 五、今年非常特別的有一位男性護理同仁獲得績優奉獻銅獎，他是衛福

部草屯療養院黃耀輝督導，他致力於關懷偏鄉弱勢民眾心理健康需求及社區

精神病人照護，與政府合作推動社區危急精神病人照顧、自殺防治，將精神

居家治療帶入偏鄉並促進部落長者的健康。黃督導透過活用多媒體教材推動

衛教，並身體力行進入山區送達藥物，讓患者受到妥善照顧，消弭城鄉差距，

保障偏鄉醫療品質，其熱心精神病患照護的敬業事蹟，足為護理楷模。

 兩百多年前南丁格爾犧牲奉獻的精神，至今仍無時無刻的在你我身邊體

現，除了高品質的護理照護，更展現了生命的溫度。很榮幸肩負此次評審委

員會召集人的任務，希望帶給辛勞的護理同仁鼓舞與勉勵， 讓大家能更尊重

其專業、珍視他們的無私奉獻，讓我們齊心感謝這群默默為全民健康付出的

南丁格爾！



第十一屆南丁格爾獎
得獎名單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
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周繡玲、楊素眞、陳麗珍、謝嘉芬
黃明喜、程音、劉彩文、陳美芳
許夢萍、洪嘉蕙、賴宜芳、劉筱琪

蕭西雲、吳璧如、袁富美、龍美方
游美琪、蔡佩珊、朱盈蓉、葉巧琳

疫起攜手-
擴張亞東護理帳幕

二水四心天使

機構名稱 服務單位獎項

彰化縣二水鄉衛生所

金獎

銅獎

團體獎得獎名單
團隊成員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 負壓隔離病房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 4A加護病房

邱春榕 護理長

陶菁 護理長

機構名稱 / 服務單位獎項

銀獎

銀獎

姓名 / 職稱

特殊奉獻獎得獎名單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 護理部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 護理科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 護理科

李穎俐 督導

陳素里 主任

黃耀輝 督導長

機構名稱 / 服務單位獎項

金獎

金獎

銅獎

臺北榮民總醫院 / 護理部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 護理部

李麗虹 護理師

李淑燕 督導長

銅獎

銅獎

姓名 / 職稱

績優奉獻獎得獎名單

幸福居家護理所 / 居家照護 吳美儀 所長

機構名稱 / 服務單位獎項

金獎

姓名 / 職稱

樂活照護天使獎得獎名單



團體獎金獎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疫起攜手-擴張亞東護理帳幕

周繡玲、楊素眞、陳麗珍、謝嘉芬、黃明喜、程音、
劉彩文、陳美芳、許夢萍、洪嘉蕙、賴宜芳、劉筱琪

團隊在國內疫情嚴峻，院內爆發感染期間，不畏艱險，將士用命，承擔防疫

重任，克服種種困難圓滿完成任務。尤其是團隊服務之醫院因位處疫情風暴中心，

收治了全國高達11%的重症確診病人及全國8.6%、新北地區19%確診病人，合計共

收治了高達1345位COVID-19確診病人；此外亦承接板橋、三重兩家加強版集檢

所，收治834位輕症確診個案；另照護集檢所126位居隔個案；承載著超額照護的需

求與期待。在這場內外交迫的疫癘之戰中，團隊同仁靈活應變，以堅定的意志，齊

心協力救死扶傷，一路與時間賽跑，與病毒奮戰，終於守住了疫況，穩住了疫情，

期間驚險連連，猶如在槍林彈雨中作戰的士兵，但每個人仍奮不顧身地勇往直前，

無怨無悔，其敬業精神和表現實令人敬佩。

另團隊也承接了許多公共衛生防疫任務，不但在疫情期間充分發揮關鍵角

色，也重拾民眾、社區對醫院的信心；並撰寫「疫無反顧-亞東醫院做對的事」及

「疫起攜手-亞東紀念醫院COVID-19 照護經驗」書籍，分送各醫療機構及醫護學

校，供防疫之參考。

在防疫抗疫這條路上，沒有贏家，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者。

亞東護理擴張護理帳幕這半年多以來，展現群策群力、同島一命的精神，齊心對抗

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護衛台灣。讓我們成為全球新冠肺炎防疫的奇蹟，誠為護理團

隊的最佳典範。

得

獎

事

蹟



團體獎銅獎

彰化縣二水鄉衛生所
二水四心天使

蕭西雲、吳璧如、袁富美、龍美方、游美琪
蔡佩珊、朱盈蓉、葉巧琳

團隊以自身有限的人力和物力，除規劃推動各個面向的社區衛教工作之外，

並整合了社區可用的社會資源，包括合計57家居家醫療照護單位，共同建立了快速

溝通合作照護模式，以病患為中心，建置愛心小舖，解決長照輔具需求，佈建社區

長照安全照護網絡。而為因應地方高齡化人口漸增，為提升長者體適能，延緩失能

時間，打造了全國首創第一家社區不老健身房，以慢性病、亞健康族群、體能衰弱

長者為主要族群，聘請運動教練提供個別化指導，安排適性體能訓練項目，提升其

照護品質及自我照顧能力。團隊以小博大、善用社會資源的優異表現成果，獲得

106年國健署高齡友善健康照護金質獎肯定，實屬難得。

此外，團隊推動社區安寧療護，以專業愛和溫暖心陪伴末期患者走完人生的

最後一哩路，其精神深獲病屬安心和感佩。經統計，雖地區範圍不大，但從107-110

年安寧療護服務人數仍高達413人次；而其努力亦於103年率先通過認證為全國第一

家安寧居家療護衛生所。以外，團隊另推動C肝根除目標，名列彰化縣第一，全國

名列前茅；在慢性病管理上，以糖尿病、腎臟病照護為主，每年獲得健保署糖尿病

照護品質卓越獎及全民健康保險初期慢性腎臟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品質獎勵等各項

殊榮。團隊的專業和愛心表現與亮眼的績效，殊足為南丁格爾團隊的表率。

得

獎

事

蹟



吳美儀  所長

幸福居家護理所
199807~迄今 (總年資22年)

樂活照護天使金獎

簡

歷

得

獎

事

蹟

幸福居家護理所  居家護理 所  長 201805 ~ 迄  今

義大醫院  居家護理 護理長 200806 ~ 201805   

屏東基督教醫院  護理之家 組  長 200103 ~ 200805

彰化秀傳紀念醫院  加護病房 護理師 199807 ~ 200002

吳美儀所長原在醫療院所從事長期照護工作20餘年，累積了豐富的照護經

驗，之後受其父親的鼓勵，並自身感受到偏鄉長照資源的嚴重匱乏，乃毅然而

然地離開醫院，自行創業開設居家護理所。一本初衷，她選擇了原住民及客家

人群集的高雄市大旗美區服務，是當地唯一一家獨立型態的居家護理所，也成

了高雄市三原鄉唯一提供居家護理專業服務的單位。

她透過深耕社區，了解並掌握社區居民的實際需求；積極參加長照2.0政

策，成為高雄市美濃區第一個以醫事單位成立C級巷弄長照站的單位，致力於社

區預防及延緩失能活動帶領，迄今共成立了三個C級巷弄長照站。此外，她統合

了大旗美區的社會資源，透過跨團隊的討論，提供每個個案適切的資源連結，

並且以團隊合作模式共同守護，讓個案在家生活可以無縫接軌。有時遇到經濟

困苦的個案，她亦主動協助媒合資源，改善其生活環境。另於111年承接國健署

銀髮族健身房計畫，成立高雄市美濃區第一間專為銀髮族設計之健身房，將樂

活運動概念帶入美濃區。而她有感於長照人才培育的重要性，於108年開始，致

力於提升高雄大旗美區照顧人員之照顧職能，培養可獨當一面之在地人才，每

年至少舉辦10場次專業照顧技巧訓練相關課程。

吳所長秉持深耕社區，落實五全的照護理念，帶領團隊提供以人為中心的

照顧；「我護理，我驕傲」是她的座右銘，而她也以身為護理師為榮，其致力

於樂活照護的慈心、愛心及優異表現，殊堪為南丁格爾楷模。



邱春榕  護理長

三軍總醫院
護理部
199707~迄今 (總年資24年)

特殊奉獻銀獎

簡

歷

得

獎

事

蹟

三軍總醫院  負壓隔離病房暨感染隔離加護中心 護理長   201002 ~ 迄  今

三軍總醫院  負壓隔離病房暨感染隔離加護中心 副護理長 200906 ~ 201002   

三軍總醫院  內科加護中心 副護理長 200404 ~ 200812

三軍總醫院  心臟內外科病房及加護中心 護理師   199707 ~ 200403   

邱員專注於重症及感染科護理工作超過24年，其中管理負壓病房及手術室

13年，深具疫情感控照護經驗；民國100年她曾以營造負壓隔離病房安全約束

環境獲「銀塔獎」，她協助檢驗單位條碼化，大幅降低了全院檢體退件率；民

國96年又以「壓瘡測量尺」專利作品獲全聯會創新競賽第一名。並於新冠肺炎

爆發期間，輔導開設專責病房與加護中心，創新照護措施；拍攝Discovery台灣

防疫成果影片，分享國際，為台灣型塑防疫真善美的形象。由於其優異表現，

促使醫院榮獲國家品質標章及總統、國防部長的肯定。

邱員在防疫期間不辭勞苦，堅守防疫第一線，並深入基層服務，在疫情前

一年即運用HFEMA 建立新興傳染病人收療流程系統性改善專案，獲得醫療品質

潛力獎，並在疫情爆發後派上用場，收治人數曾達全台醫學中心最多人次。

此外，她亦應用文獻分析結果，推動HFNC及清醒俯臥，發明採檢板、得來

速面罩、鞋底消毒裝置等，具有高度創新研發精神和能力。而疫情嚴重期間，

她幾乎以辦公室為家，經常只能小睡片刻即需再上戰場，遇到確診病患焦慮恐

慌，亦得進入病房關懷陪伴，緩解其焦慮。邱護理師在臨床照護工作上一路走

來總是全心、全力以赴，盡忠職守，因此個人曾獲頒全國、地方或全院多項績

優護理人員獎項表揚，其專業表現與敬業態度實令人敬佩，殊足堪為南丁格爾

典範。



陶  菁  護理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4A加護病房
199510~迄今 (總年資26年02個月)

特殊奉獻銀獎

簡

歷

得

獎

事

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兒科加護病房 護理長   200908 ~ 迄  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兒科加護病房 副護理長 200701 ~ 200907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骨髓移殖病房 副護理長 200606 ~ 20061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燒燙傷中心 小組長   200202 ~ 200605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燒燙傷中心 護理師   199510 ~ 200201  

陶護理長從事護理工作26年餘，具有優質和豐富的臨床照護經驗，她有感

於早產兒生命的脆弱、父母親的不捨、自責、無助與愧疚；因此，為維護病人

安全，提供良好的護理品質及衛教訓練，她與同仁共同塑造了一個生命面臨末

期早產兒的家。她成立南台灣首例兒童奇恩病房，提供尊重和關懷照護；推展

「客製化」早產兒出院準備服務，並以開放空間會議模式舉辦支持成長團體，

成為南臺灣唯一早產兒家訪團隊；推展「早產兒親子共讀」，致力增進親子依

附，減輕父母心理壓力。

2010年起，與團隊制訂了一套早產兒體溫照護規範，訂立單位品管指標，

並將多項照護成果具體描述後以相關著作發表。此外，推展嬰幼兒氣墊式窩巢

及充氣式保暖衣創新，除了取得3項專利外，也分別榮獲國家新創獎、綠點子發

明暨設計金獎、銀獎，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金獎、銀獎和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銀獎，經統計其曾獲頒國內、外發明與品質競賽等高達29座獎項肯定。

陶員在護理工作的優異表現，曾獲得2005年台南縣護理師護師公會「績優

護理人員」獎、2021年大台南護理師護士公會南瀛護理「創憶天使獎」殊榮肯

定。其對護理專業具開創性的影響力，及對早產兒及家長照護關懷的崇高情操

和奉獻，實值作為護理人員的學習楷模。



李穎俐  督 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護理部
199409~迄今 (總年資24年6個月)

績優奉獻金獎

簡

歷

得

獎

事

蹟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護理部 督 導201608 ~ 迄  今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護理部 專 員200409 ~ 201605

高雄長庚醫院  呼吸治療科 呼吸治療師199707 ~ 200208

林口長庚醫院  呼吸治療科 呼吸治療師199703 ~ 199706

台南新樓醫院  呼吸治療科 呼吸治療師199409 ~ 199608

李員期許自己在傳統護理照護專業知能外能跨域整合資訊科技，拓展護理

服務量能。因此，她積極投入臨床照護與資訊科技的結合應用；2004年擔任院

內護理資訊專員時，即一手打造醫院護理資訊系統，並推廣協助輔導國內、外

醫院作系統開發，培訓相關人才。此外，她亦主動積極規劃推動台灣初階及進

階資訊護理師認證制度，對提升護理智慧化、資訊化貢獻卓著。

而為落實智慧醫療、科技護理，她跨領域與相關業者合作開發了多項護理

資訊科技應用系統，包括：醫療通訊系統、智慧型手術護理系統、智慧照護資

訊裝置、智慧型醫療互動電視、資訊顯示器、躁動病人遠距監視警示系統等；

並將之導入臨床應用，對降低護理師勞務負荷，提升照護品質助益頗大。由於

她的優異表現，2020年曾榮獲第17屆國家新創獎及2021年國際傑出發明家獎和

學術國光獎章等殊榮。目前並已擁有2項發明專利、8項新型專利；此外，還有2

項專利在申請中。

李督導帶領護理團隊全力提升護理品質之表現成效卓著，曾前後多次榮獲

醫策會及相關單位照護品質獎章之肯定；她積極推展實證傷口照護，跨專科成

立傷口整合照護小組，推動設立特別門診，製作教學影音課程，辦理工作坊

等，致力傳承並分享照護專技，培訓人才。同時也投入海內、外偏遠地區醫療

服務，足跡遍及索羅門群島、北印度、尼泊爾等地區，也連續12年赴蘭嶼進行

偏鄉醫療服務。其熱心護理臨床工作的精神及優異績效表現實令人感佩；足堪

為南丁格爾楷模。



陳素里  主 任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護理科
198106~迄今 (總年資36年10個月)

績優奉獻金獎

簡

歷

得

獎

事

蹟

桃園醫院  護理科       主  任 201907 ~ 迄  今

桃園醫院  護理科       督導長 201107 ~ 201907   

桃園醫院  護理科       護理長 199907 ~ 201107

桃園醫院  護理科       護理師 198805 ~ 199907  

林口長庚醫院  護理部       護理師 198106 ~ 198409 

陳主任深耕護理工作37年，以終身能奉獻護理，照護病患為樂為榮。她在

職涯發展中總是不畏困難，勇於接受挑戰，也因此累積了多元面向的護理經

驗，包括：手術室、外科病房、居家護理、出院準備服務、急診、品質與資訊

⋯等，資歷完備，專業能力優異，深獲病屬讚揚和長官肯定。

自2003年參與SARS防疫工作以來，她持續與機場合作舉辦防疫全流程實

演，因此2020年當Covid-19肆虐全球開始，她即率領護理團隊守護國門及國人

安全，2021年1-2月院內發生感染，需啟動緊急危機應變處理，護理人員承受高

度的壓力及風險，她身為主管經常以院為家，解決突發與複雜的防疫問題，曾

連續四週未休假，處理確診、疫調、匡列、隔離安排、人力調度、轉院等事

宜；並積極關懷確診、居隔及留院照護病人的護理團隊，展現護理的專業與溫

柔，也因此，雖無疫不與；卻能無堅不摧，圓滿完成各項艱難的任務，實令人

感佩。

此外，她亦積極培育人才，輔導護理師能力進階，專師持照率由2019年

74%提升至2021年93.6%。另於2020年在院內設專線處理夜間及假日通報案

件，關注高警訊不穩定病人及特殊侵入性處置；推行後住院病人非預期心跳停

止發生率由0.53%降至0.31%，臨床護理師工作壓力指數由3.7分降至2.8分。她

帶領護理團隊以「全方位護理領導與管理」榮獲SNQ護理照護服務類標章認證

殊榮。陳主任在職涯各階段皆能克盡職責，及建立完善制度，厚植護理師職

能，提升照護品質。她對護理工作的投入及優異表現，足堪為護理師楷模。



黃耀輝  督導長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護理科
199609~迄今 (總年資25年04個月)

績優奉獻銅獎

簡

歷

得

獎

事

蹟

衛福部草屯療養院 護理科 護理師兼護理督導長 201505 ~ 迄  今

衛福部草屯療養院 護理科 護理師兼護理長 200601 ~ 201504

衛生署草屯療養院 護理科 精神科居家護理師 200108 ~ 200601

衛生署草屯療養院 護理科 病房護士/護理師 199609 ~ 200107

黃督導致力於關懷偏鄉弱勢民眾心理健康需求及社區精神病人照護，與政

府合作推動社區危急精神病人照顧、自殺防治，將精神居家治療帶入偏鄉並促

進部落長者的健康。

他於2011年推動病人安全目標，將TRM導入應用於精神病人暴力處置流程

以維護安全，為全國首例；2012年並獲醫策會團隊資源管理教學影片徵選推薦

作品獎及榮獲衛福部所屬醫院品質競賽第一名；2014年主導拍攝社區精神病人

強制送醫微電影，受衛福部肯定並分送影片至各縣市宣導。2016年參加衛福部

國民健康署「健康促進創意計畫」選拔賽，榮獲優等獎；同年協助「本土性創

新泛自閉症實證治療模式」，通過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SNQ國家品質標章

認證。2017年主導拍攝布農族語失智症衛教影片，讓布農族長者得以用母語了

解失智症，影片參與競賽獲得特殊語言獎；2020年負責推動草屯療養院成為最

早導入護理站作業系統之精神專科醫院，協助電子化提升工作效能與節能環

保。同時參與衛福部精神醫療緊急處置線上諮詢服務與留觀服務試辦計畫，規

劃諮詢接聽作業及培訓諮詢人員，2020年接聽了678通諮詢，2021年接聽2,111

通諮詢，讓諮詢服務順利拓展至全國。

黃督導透過活用多媒體教材推動衛教，並身體力行進入山區送藥服務，讓

患者受到妥善照顧，消弭城鄉差距，保障偏鄉醫療品質，其熱心精神病患照護

的敬業事蹟，獲媒體多次報導並獲頒新時代護理形象獎，其優異表現足為護理

師楷模。



績優奉獻銅獎

李麗虹  護理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護理部
199309~迄今 (總年資28年04個月)

簡

歷

得

獎

事

蹟

臺北榮民總醫院  罕見疾病門診治療中心 護理師201104 ~ 迄  今

臺北榮民總醫院  兒童病房 護理師200907 ~ 201103

臺北榮民總醫院  器官移植小組 協調師200811 ~ 200906

臺北榮民總醫院  新生兒加護病房 護理師199903 ~ 200803

臺北榮民總醫院  兒童病房 護理師199309 ~ 199902

李員在護理職涯發展中28年來專注病童的照護，尤以在罕病照護上累積了

豐富的專業經驗和績效。2011年她協助醫院成立亞太地區第一個「罕病門診治

療中心」，克服種種困難和挑戰，從草創時期的專責管理到建立與「治療照護

管理追蹤流程」運作，提供病人及家屬身心靈全面的醫療照護專業服務，2021

年以「獨步全球-法布瑞氏症研究治療中心」獲得了SNQ國家品質標章金獎，每

年病患高達3600人次，服務量能和品質深得病屬肯定。

李員具有精湛的靜脈注射專技，其罕病中心從0至80歲病人，皆需要靜脈注

射才能完成酵素療法，她高超的注射技術及視病猶親的熱情態度，總帶給病人

無比的信任和讚佩，也因此博得「一針麗虹」的美譽。而她在罕病照護上非常

細心，隨時掌握每位病患的狀況，發現有任何異狀，馬上提醒醫師檢查及作適

當處置。更令人感佩的是她除了提供專業照護與敬業關懷外，為讓病患對來醫

院不會有恐慌排拒心理，她用心地營造一個如家一般的溫馨環境，提升病患持

續接受治療的意願，確保醫療品質。此外，她並於2016年促成龐貝氏協會的成

立及協助辦理偏鄉地區罕見疾病義診，嘉惠弱勢病童；提供夜間及假日無休的

治療服務，讓遠自東部或金門離島病患亦慕名而來。綜觀李員的專業照護和細

心，多次在關鍵時刻拯救了許多病患寶貴生命，也因此榮獲2017年優良護理人

員表揚殊榮，足堪為南丁格爾楷模。



績優奉獻銅獎

李淑燕  督導長

三軍總醫院 
護理部
199209~迄今 (總年資29年03個月)

簡

歷

得

獎

事

蹟

三軍總醫院  護理部 督導長   200906 ~ 迄  今

三軍總醫院  外科神經加護中心 護理長   200609 ~ 200906

三軍總醫院  外科神經加護中心 副護理長 200601 ~ 200609   

三軍總醫院  呼吸照護中心 副護理長 200411 ~ 200512

三軍總醫院  外科神經加護中心 護理師   199412 ~ 200411  

三軍總醫院  內外科病房 護理師   199209 ~ 199412

李護理師投入重症臨床護理工作近30年，致力維護重症病人安全，提供優

質全人重症護理。她積極推展國內重症照護及重症安寧照護，並獨創重症末期

整合護理照護模式，推動創新多元的教學策略，傳承培育重症護理人才。

她負責國家級防疫任務，輔導各醫院專責病房收治與開設評估，協助將神

經外科加護中心改建為新冠肺炎專責加護病房，規劃環境動線安排，制定工作

常規與照護標準，調度設備與防疫物資，收治58個病人，順利完成任務。她於

109年、110年擔任衛福部嚴重特殊傳染性醫院重症照護資源盤點及收治能力輔

導委員，輔導北區、東區多家醫院，協助國家執行防疫政策。

李督導用心於修習神外護理專業，並與時俱進地推動國內護理資訊之發

展，優化護理人員照護流程，提升照護品質。她運用人工智慧學，擁有多項創

新研發護理用品，並將之應用於臨床且取得多項專利，其高度創新研發成果，

熱心護理及行政管理的優異表現，足堪為南丁格爾楷模。



 (依姓氏筆畫排序)

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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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院士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士

臺大醫學院院長

臺大醫院副院長

內科部主任

臺灣大學校長

臺大醫學院內科教楊泮池總召集人 教授

臺大醫院院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士

財團法人名儕醫學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臺大醫學院醫李源德委員 名譽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教余幸司委員 講座教授
國家衛生研究院代理院長

高雄醫學大學校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護理明金蓮委員 護理主任
臺北榮總護理部副主任

督導、護理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醫陳肇隆委員 名譽院長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院長

中國工程院 院士

長庚大學 教授

亞東醫院醫林芳郁委員
董事長
特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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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東醫院院長

正修科技大學教周燦德委員 講座教授

教育部常務次長

技職司司長

社教司司長

醒吾科技大學校長

衞福部護理機構類評鑑計畫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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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長

社區醫學
執行長

萬芳醫院護理部主任

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事長

護理曾雅玲委員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
護理學系

教授兼
副院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顧問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照護學院

護理學系系主任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監事



 (依姓氏筆畫排序)

財團法人慈月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第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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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

考試院護理王秀紅顧問 考試委員

臺大醫院醫吳明賢顧問 院長

臺大醫院副院長

臺大醫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臺大醫院內科部教授兼主任

臺大護理學系護理賴裕和顧問

教授
兼醫學院
研發處
副主任

臺大癌醫中心護理部主任

臺大護理學系主任兼

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

台北醫學大學護理學院創院院長

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FAAN)

中國醫藥大學醫療體系
護理部門

護理黃璉華顧問 執行長

臺大護理學系教授、

主任、名譽教授

臺大醫院護理部主任 

美國護理科學院院士

國際護理協會第三副理事長

護理人員防疫基金會 董事長

台灣長照護理學會

護理盧美秀顧問

名譽理事長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

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台北醫學大學副校長

社會陳烱松總顧問

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愛愛院 董事長

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總統府資政

臺北市議會副議長

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董事長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桃園市

毅嘉科技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雄市

有志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張麗華音樂工場

強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詮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綺灝國際有限公司

璟龍國際有限公司

鍾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感  謝

(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元宏

王政松

何麗玲

吳寶順

李文發

林克明

林明達

林澤安

洪淑蒸

許  文

許銘仁

郭人豪

陳永文

陳忠源

陳清治

陳維莉

單雅文

黃子成

黃冠豪

葉清澤

葉福海

廖海帆

廖海廷

廖裕輝

廖學福

蔡文河

鄭大宇

鄭炎為

賴弦五

羅朝峰

感  謝

(依姓氏筆畫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