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會  員 

號 
獎項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推薦機構 

3 26703 優秀 鄭朝惠 台北榮總/神內 護理師 台北榮總 

6 18661 優秀 劉淑惠 台北榮總 專科護理師 台北榮總 

9 21534 優秀 徐淑金 台大醫院/神內 護理長 台大醫院 

15 44166 優秀 謝秀容 台大醫院/神外 護理長 台大醫院 

22 5709 優秀 黃麗娟 馬偕醫院 護理組長 馬偕醫院 

25 32915 優秀 蔡怡雯 振興醫院 專科護理師 振興醫院 

27 39392 優秀 熊若男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護理長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31 41145 優秀 劉孟婷 北市聯醫仁愛院區 神外專科護理師 北市聯醫仁愛院區 

35 41514 優秀 李淑燕 三軍總醫院/神外 ICU 督導長 三軍總醫院 

       

44 66780 優秀 林君郁 三軍總醫院/神外 專科護理師 三軍總醫院/神外主任推薦 

47 24902 優秀 余偉華 新光醫院 護理長 新光醫院 

48 28552 優秀 王秀枝 國泰綜合醫院 專科護理師 國泰綜合醫院 

52 67524 優秀 陳以芳 北醫附設醫院 護理師 北醫附設醫院 

58 3265 優秀 石淑慧 亞東紀念醫院/神內外病房 護理師 亞東紀念醫院 

66 12391 優秀 鄭鈴 亞東紀念醫院/內科病房 專科護理師 亞東紀念醫院 

69 28231 優秀 王佳慧 衛福部雙和醫院 督導長 衛福部雙和醫院 



78 2182 優秀 陳淑芬 衛福部雙和醫院 副主任 衛福部雙和醫院 

80 4007 優秀 蔡麗珍 衛福部台北醫院 督導長 衛福部台北醫院 

       

88 3565 優秀 葉淑菁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督導長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93 9797 優秀 謝文雀 林口長庚醫院/神外 專科護理師 林口長庚醫院 

94 6620 優秀 蔡嘉芬 林口長庚醫院/神外 專科護理師 林口長庚醫院 

104 1342358 優秀 楊小慧 敏盛綜合醫院 外科專科護理師 敏盛綜合醫院 

107 317 優秀 彭瑜均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護理師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109 18557 優秀 趙育玲 台大醫院竹東分院 主任 台大醫院竹東分院 

131 815 優秀 李敏鳳 
童綜合醫療財團法人童綜合醫

院 
護理長 

童綜合醫療財團法人童綜合醫

院 

135 29040 優秀 黃惠珠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護理長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137 6769 優秀 蔡淑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外

科部) 
專科護理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神經外

科部) 

141 6091 優秀 洪季蓮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組長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47 2532 優秀 顏阿玲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 護理長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 

    院  院 

154 13233 優秀 吳姿蓉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督導 中山大學附設醫院 

159 2294 優秀 張玉女 台中榮民總醫院(急診) 護理長 台中榮民總醫院 

163 4815 優秀 全憶湘 台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長 台中榮民總醫院 

170 1174 優秀 陳美珠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

基督教醫院 
督導長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

基督教醫院 



172 2133 優秀 張雅芳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秀傳紀念醫

院 
護理長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秀傳紀念醫

院 

180 5474 優秀 宮相雯 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護理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82 3206 優秀 王明秋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專科護理師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

團法人 

187 2629 優秀 王愛惠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嘉義分

院 
專科護理師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嘉義分

院 

197 2817 優秀 蘇佳慧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護理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05 15971 優秀 陳瓊楓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護理長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210 2103 優秀 謝立韋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護理部主任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213 10920 優秀 劉懿嬋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護理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26 20227 優秀 顏素珠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護理師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237 663 優秀 方惠美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高雄長

庚醫院 
護理長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高雄長

庚醫院 

239 2584 優秀 劉淑玲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高雄長

庚醫院 
專科護理師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高雄長

庚醫院 

241 11233 優秀 蔡素華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護理長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46 46001 優秀 李文慧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護理師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53 7592 優秀 陳麗玲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兼護理長 高雄榮民總醫院 

255 4515 優秀 邱怡凡 屏東基督教醫院 代理組長 屏東基督教醫院 

256 6858 優秀 林玉娟 安泰醫院 護理長 安泰醫院 

       



274 433 優秀 鄭麗娟 花蓮慈濟醫院 護理長 花蓮慈濟醫院 

275 42884 優秀 李芝緯 花蓮慈濟醫院 專科護理師 花蓮慈濟醫院 

280 2279 優秀 方嬋娟 三總澎湖分院 主任 三總澎湖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