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會  員 

號 
獎項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推薦機構 

1 31365 優良 羅雅珍 台北榮總 護理師 台北榮總 

2 28209 優良 陳美婌 台北榮總 護理師/個管師 台北榮總 

8 6169 優良 高秋蓉 台大醫院 護理師 台大醫院 

11 38162 優良 何麗娟 台大醫院/神外 護理師 台大醫院 

12 36007 優良 陳姿蓉 台大醫院/神外 護理師 台大醫院 

13 42491 優良 林瑛釗 台大醫院/內科 護理長 台大醫院 

20 211044 優良 呂尚頤 台大醫院/急診 護士 台大醫院 

21 87716 優良 周維愉 馬偕醫院 護理小組長 馬偕醫院 

23 42069 優良 蔡富琪 振興醫院 護理長 振興醫院 

       

29 33724 優良 張欣蓉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代理護理長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30 27314 優良 游美玲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神內 專科護理師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32 31848 優良 林雅真 北市聯醫忠孝院區 護理師兼護理長 北市聯醫忠孝院區 

34 27033 優良 蘇紋萱 北市聯醫忠孝院區 護理長 北市聯醫忠孝院區 

36 44698 優良 蕭鵬卿 
三軍總醫院/外科暨神經加護中

心 
督導長 三軍總醫院 

41 28427 優良 楊芝瑛 三軍總醫院 護理師 三軍總醫院 

42 34773 優良 余小萍 

三軍總醫院/腦中風暨神經重

症 

ICU 

護理師 三軍總醫院 



46 42784 優良 郭佳伶 新光醫院/神外 ICU 護理師 新光醫院 

49 36516 優良 林佳琦 國泰綜合醫院/外科 ICU 護理長 國泰綜合醫院 

       

50 6533 優良 余碧薰 國泰綜合醫院 護士 國泰綜合醫院 

 

51 62123 優良 蔡宛玲 北醫附設醫院/神外 專科護理師 北醫附設醫院 

53 10157 優良 陳麗惠 輔英科技大學/派駐三總 實習指導老師 輔英科技大學 

54 51904 優良 戴嘉芸 三總松山分院 護理師 三總松山分院 

57 38024 優良 林雅文 三總松山分院/神內外 ICU 護理師 三總松山分院 

59 5457 優良 韋俊芬 亞東紀念醫院/復健科 專科理師 亞東紀念醫院 

62 4297 優良 劉筱琪 亞東紀念醫院/外科 ICU 護理長 亞東紀念醫院 

64 13297 優良 王雁婷 亞東紀念醫院/胸腔及神內 護理長 亞東紀念醫院 

65 230 優良 洪韡倢 亞東紀念醫院/神外 ICU 專科護理師 亞東紀念醫院 

68 25098 優良 溫曉雲 衛福部雙和醫院/手術室 代護理長 衛福部雙和醫院 

70 7174 優良 張文蓓 衛福部雙和醫院 督導長 衛福部雙和醫院 

       

72 25227 優良 曾慧姬 衛福部雙和醫院/護理之家 護理長 衛福部雙和醫院 

76 25304 優良 吳珊珊 衛福部雙和醫院/神內 神內專科護理師 衛福部雙和醫院 

79 8369 優良 游嘉瑋 恩主公醫院/內科 ICU 護理長 恩主公醫院 

83 2491 優良 張慧金亮 衛福部台北醫院 護理長 衛福部台北醫院 



86 19918 優良 曾詩如 汐止國泰醫院 護理長 汐止國泰醫院 

90 13674 優良 劉德容 林口長庚醫院/神外 專科護理師 林口長庚醫院 

91 4276 優良 黃純宜 林口長庚醫院 護理師 林口長庚醫院 

96 5403 優良 林淑麗 林口長庚醫院/神外病房 腦神經加組護理長 林口長庚醫院 

98 23658 優良 黃欣萍 衛福部桃園醫院 副護理長 衛福部桃園醫院 

       

100 26599 優良 陳佳真 聖保祿醫院 副護理長 聖保祿醫院 

 

101 14491 優良 吳淑慧 敏盛綜合醫院 護理長 敏盛綜合醫院 

106 4104 優良 李淑芳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外科專科護理師 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108 71976 優良 鐘芷玲 東元綜合醫院 護理長 東元綜合醫院 

110 701 優良 陳媚娟 仁慈醫院 專科護理師 仁慈醫院 

112 3653 優良 鄭秀瑮 新竹國泰醫院 護理長 新竹國泰醫院 

114 3256 優良 陳佩卿 馬偕醫院新竹分院 護理長 馬偕醫院新竹分院 

119 35219 優良 張翠萍 衛福部苗栗醫院 護理師 衛福部苗栗醫院 

122 3153 優良 謝秀玲 為恭紀念醫院 護理長 為恭紀念醫院 

125 88022 優良 謝佳菁 台中慈濟醫院 專科護理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126 3115 優良 王燕萍 台中慈濟醫院 專科護理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 

      濟醫院 

128 11712 優良 陳寶麗 林新醫院 護理長 林新醫療財團法人林新醫院 



129 2636 優良 李淑眞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護理長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133 47812 優良 顏瓊芬 
童綜合醫療財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專科護理師 
童綜合醫療財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138 7361 優良 魏素敏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長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40 9056 優良 林淑瑜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副護理長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46 1411 優良 洪憶柔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副護理長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149 105084 優良 楊佳雯 國軍台中總醫院 副護理長 國軍台中總醫院 

150 431 優良 嚴幽蘭 國軍台中總醫院 護理師 國軍台中總醫院 

152 94712 優良 李淑儀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護理長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153 11357 優良 陳秋曲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長 中山大學附設醫院 

155 430 優良 黃麗華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部副主任 中山大學附設醫院 

157 48919 優良 賴美玉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護理長 中山大學附設醫院 

160 27003 優良 張麗卿 台中榮民總醫院 護士 台中榮民總醫院 

162 3858 優良 詹慧君 台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 

165 8706 優良 黃智傑 台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 

166 8037 優良 陳雅惠 台中榮民總醫院 護理長 台中榮民總醫院 

169 1750 優良 李詩音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個

管組) 
個案管理師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175 2843 優良 黃佳君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護理師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176 1056 優良 魏淑君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護理長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177 66139 優良 洪富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 護理長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 

    基督教醫院  基督教醫院 

178 11180 優良 陳真怡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護理科講師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84 5272 優良 顏玉雯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嘉義分院 

護理長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嘉義分院 

186 3726 優良 李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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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7104 優良 翁秀霞 
戴德森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急診副護理長 
戴德森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191 6033 優良 王淑珍 
戴德森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小組長 
戴德森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192 6511 優良 吳佳玲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小組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95 1774 優良 陳惠滿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精神科護理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199 1863 優良 陳巧芳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高階護理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201 4604 優良 許詩以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永康奇美醫院 

專科護理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 

202 5132 優良 蘇意淳 
院 外科專科護理師小組長 

院 



203 6434 優良 許美玲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

院 
小組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

院 

206 6065 優良 張珮玲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護理師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212 4414 優良 林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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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16215 優良 張筱棻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專科護理師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15 7730 優良 陳嘉容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護理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16 2903 優良 蔡秀香 新樓醫院 護理長 新樓醫院 

219 3544 優良 羅惠英 新樓醫院 護理長 新樓醫院 

220 4956 優良 趙佳惠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 
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管理

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 

221 32820 優良 方月貞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

院 
專科護理師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

院 

222 52802 優良 黃湘雲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 護理長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 

    院  院 

224 11450 優良 官瑞真 健仁醫院 護理長 高雄建仁醫院 

225 18055 優良 黃維淑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護理長 國軍高雄總醫院 

228 54191 優良 洪玉玲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個案管理師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231 22271 優良 吳佳容 衛福部利旗山醫院 督導 衛福部利旗山醫院 

232 14559 優良 徐盈真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護理長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233 10295 優良 黃淑婉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護理師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234 8451 優良 江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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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7166 優良 陳玟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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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6425 優良 簡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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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92771 優良 蔡蕙如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護理師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43 8345 優良 劉淑媛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專科護理師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45 56163 優良 吳毓嘉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專科護理師 高醫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249 23882 優良 許依婷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腦中風個管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250 57319 優良 林美伶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252 37884 優良 林淑惠 高雄榮民總醫院 專科護理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254 25920 優良 蔡慈綾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高雄榮民總醫院 

259 2275 優良 陳家惠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基隆長庚

醫院 
護理長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基隆長庚

醫院 

261 40520 優良 賴碧襄 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護理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262 38590 優良 張月 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護理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264 2330 優良 黃雪琪 羅東博愛醫院 護理長 羅東博愛醫院 

       

265 1860 優良 黃曉惠 羅東博愛醫院 專科護理師 羅東博愛醫院 

267 47824 優良 林玉鳳 羅東聖母醫院 護理長 羅東聖母醫院 

268 2183 優良 賴品欣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宜蘭分院) 護理長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宜蘭分院) 

269 88470 優良 朝淑卿 花蓮門諾醫院 護理長 花蓮門諾醫院 

271 57285 優良 曾雪英 花蓮門諾醫院 專科護理師 花蓮門諾醫院 



 

 276 77838 優良 彭淑敏 花蓮慈濟醫院 護理師 花蓮慈濟醫院 

277 4721 優良 林于婷 花蓮慈濟醫院 護理師 花蓮慈濟醫院 

278 31 優良 許惠真 花蓮慈濟醫院 專科護理師 花蓮慈濟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