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癌症防治績優單位表揚典禮得獎名單彙整表 

110年評選 109年參與「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癌症防治品質精進計

畫」醫院獲獎名單之醫療院所 

序號 醫療院所 110 年評選獲獎名單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典範獎【大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名、乳癌篩檢效

率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名、疑癌追緝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

名、大腸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109 年防癌尖兵-蘇彥燁醫師 

2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典範獎【乳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三組第一名、大腸癌生命搶

救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109 年防癌尖兵-涂啟文醫師、109 年防癌尖兵-翁靖雅護理長 

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典範獎【疑癌追緝王區域醫院第二組第一名、口腔癌生命搶救王

區域醫院第一名】 

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

院 

典範獎【子宮頸癌生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名、口腔癌生命

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名、大腸癌最佳救援王地區醫院第一

名】 

5 陽明醫院(嘉義市) 
典範獎【乳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三組第一名、大腸癌生

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名】 

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醫學中心金牌獎【子宮頸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一名、大腸癌

最佳救援王醫學中心第一名、乳癌最佳救援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7 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 
區域醫院金牌獎【大腸癌困難挑戰王第一組第一名、乳癌困難挑

戰王第一組第一名、子宮頸癌困難挑戰王第一組第一名】 

8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地區醫院金牌獎【大腸癌困難挑戰王第二組第一名、乳癌困難挑

戰王第二組第一名】 

9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一組第一名、疑癌追緝王醫學中

心第一組第一名 

10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醫院 

切片達陣王醫學中心第一名、口腔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

一名 

11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

學興建經營) 

子宮頸癌生命搶救王區域醫院第一名、乳癌最佳救援王區域

醫院第一名 

12 愛汝診所                                                                                    
乳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第一名、疑癌追緝王地

區醫院/診所第二組第一名 

13 德河聯合診所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第一名 

14 通霄光田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二組第一名 



序號 醫療院所 110 年評選獲獎名單 

15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

法人經營)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三組第一名 

16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四組第一名 

17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一名 

18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

學興建經營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二組第一名 

19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三組第一名 

20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一組第一名 

21 馨蕙馨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二組第一名 

22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二組第一名 

23 翁仲仁婦產科診所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第一名 

24 員林何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二組第一名 

25 四季台安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三組第一名 

26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一名 

27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二組第一名 

28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三組第一名 

29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一組第一名 

30 臺中榮民總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名 

31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子宮頸癌困難挑戰王第二組第一名 

32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疑癌追緝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第一名 

33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疑癌追緝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一名 

34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疑癌追緝王區域醫院第三組第一名 

35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 

(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 
疑癌追緝王區域/地區/診所不分組第一名 

36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切片達陣王地區醫院第一名 

37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切片達陣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38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乳癌生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名 

39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乳癌生命搶救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40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 
乳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41 
台南市立醫院 

(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大腸癌最佳救援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42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

醫院 
乳癌最佳救援王地區醫院第一名 

43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口腔癌最佳救援王地區醫院第一名 



序號 醫療院所 110 年評選獲獎名單 

44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口腔癌最佳救援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45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口腔癌最佳救援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5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馬偕紀念醫院 
109 年防癌尖兵-詹欣隆醫師 

47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

醫院經營 
109 年防癌尖兵-袁維新醫師 

58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

醫院 
109 年防癌尖兵-郭浚熒醫師 

4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109 年防癌尖兵-吳哲慰醫師 

5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109 年防癌尖兵-丁玉婷個管師 

51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109 年防癌尖兵-黃馨儀高專 

52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109 年防癌尖兵-李惠珍個管師 



111年評選 110年參與「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癌症防治品質精進計

畫」醫院獲獎名單之醫療院所 

序號 醫療院所 111 年評選獲獎名單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

院 

典範獎【大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名、乳癌篩檢

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名、疑癌追緝王醫學中心第二組

第一名、大腸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2.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

院 

典範獎【乳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三組第一名、子宮頸癌篩

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三組第一名、疑癌追緝王區域醫院第三

組第一名、大腸癌生命搶救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3.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

教醫院 

典範獎【口腔癌生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名、子宮頸癌

生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名、疑癌追緝王地區醫院/診所

第二組第一名】 

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

教醫院 

醫學中心金牌獎【乳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一組第一名、口

腔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一名、切片達陣王醫學中心第一

名】 

110 年防癌尖兵-余萬年醫師、110 年防癌尖兵-童慧如個管師 

5.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 

醫學中心金牌獎【子宮頸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一名、口腔

癌最佳救援王醫學中心第一名、乳癌最佳救援王醫學中心第

一名】 

6.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

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區域醫院金牌獎【乳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二組第一名、子

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二組第一名、口腔癌最佳救援

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7. 四季台安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二組第一名、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三組第一名、 

乳癌困難挑戰王第一組第一名 

8. 臺中榮民總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名、疑癌追緝王醫

學中心第一組第一名 

9.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

大學興建經營) 

乳癌生命搶救王區域醫院第一名、子宮頸癌生命搶救王區域

醫院第一名 

10.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一名、疑癌追緝王區域

醫院第二組第一名 

11.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

設醫院 

大腸癌最佳救援王地區醫院第一名、乳癌最佳救援王地區醫

院第一名 

12.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

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四組第一名、子宮頸癌困

難挑戰王第二組第一名 

13. 通霄光田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二組第一名、子宮頸癌篩

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第一名 



序號 醫療院所 111 年評選獲獎名單 

14.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

團法人經營)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三組第一名、疑癌追緝王

區域/地區/診所不分組第一名 

15.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一組第一名 

16.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

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三組第一名 

1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

人台南新樓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二組第一名 

18. 德河聯合診所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第一名 

19.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一組第一名 

20.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一名 

21. 員林何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二組第一名 

22.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一名 

23. 愛汝診所 乳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第一名 

24.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三組第一名 

25.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疑癌追緝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一名 

26. 安慎診所 疑癌追緝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第一名 

27.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大腸癌生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名、 

110 年防癌尖兵-饒坤銘醫師、110 年防癌尖兵-蔡芝瑜個管師 

28.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

分院 
口腔癌生命搶救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29.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

和紀念醫院 
乳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30.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乳癌生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名 

31.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大腸癌最佳救援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32.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

人經營) 

大腸癌最佳救援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110 年防癌尖兵-陳筱函組長 

33.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

醫院 

口腔癌最佳救援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110 年防癌尖兵-陳惋晴癌篩管理師 

34.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口腔癌最佳救援王地區醫院第一名 

35.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乳癌最佳救援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36.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大腸癌困難挑戰王第一組第一名 

37.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大腸癌困難挑戰王第二組第一名 

38.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子宮頸癌困難挑戰王第一組第一名 

39.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

安醫院 
乳癌困難挑戰王第二組第一名 



序號 醫療院所 111 年評選獲獎名單 

4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

院 

切片達陣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110 年防癌尖兵-張展榕醫師  

41.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切片達陣王地區醫院第一名 

4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

院 
110 年防癌尖兵-張恆嘉醫師 

43.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10 年防癌尖兵-黃仁杰醫師、110 年防癌尖兵-林佩儀副主任 

4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110 年防癌尖兵-陳重助副院長、110 年防癌尖兵-何岱爭主任 

45.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110 年防癌尖兵-胡松林醫師 

46.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

會亞東紀念醫院 

110 年防癌尖兵-吳文毅醫師、110 年防癌尖兵-許舒婷助理管

理師 

47.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110 年防癌尖兵-石光興醫師 

48.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

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110 年防癌尖兵-陳煌麒醫師 

4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110 年防癌尖兵-洪毓廷醫師、110 年防癌尖兵-周秀雲小組長 

50.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110 年防癌尖兵-陳倩妮護理長 

51. 怡仁綜合醫院 110 年防癌尖兵-林家瑩個管師 

5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

人馬偕紀念醫院 
110 年防癌尖兵-許雪慧護理師 

 

 



110年評選 109年(含)以前曾參與國民健康署「無檳榔支持環境計畫」，

或於營造業職場執行檳榔危害防制及口腔癌防治相關事務獲獎名單之營

造公司 

註：健康工地獎說明 

(一) 報名對象：具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合法許可與登記之營造

業、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等事業單位。 

(二) 獎項類別： 

1.健康工地耕耘獎：符合報名對象資格，且 109年（含）以前曾參與國民

健康署「無檳榔支持環境計畫」，或於營造業職場執行檳榔危害防制及口腔

癌防治相關事務，累計 3年(含)以上者。 

2.健康工地推動獎：符合報名對象資格，且 109年（含）以前曾參與國民

健康署「無檳榔支持環境計畫」，或於營造業職場執行檳榔危害防制及口腔

癌防治相關事務(不限年資)。

序號 營造公司 110 年評選獲獎名單 

1 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耕耘獎、健康工地推動獎-金獎 

2 成中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耕耘獎、健康工地推動獎-銀獎 

3 大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耕耘獎、健康工地推動獎-銀獎 

4 名傑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耕耘獎、健康工地推動獎-銅獎 

5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耕耘獎 

6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耕耘獎 

7 大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銀獎 

8 新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銀獎 

9 三井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銅獎 

10 華盛營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銅獎 

11 達欣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銅獎 

12 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銅獎 

13 久年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佳作 

14 中華工程台大健康工務所 健康工地推動獎-佳作 

15 中華工程-華南工務所 健康工地推動獎-佳作 

16 永信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佳作 

17 忠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佳作 

18 潤弘精密工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佳作 

19 新舜營造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佳作 

20 利德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佳作 

21 築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工地推動獎-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