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107年「醫院癌症防治品質精進計畫」四癌篩檢量與全國比較情形 

 

  



附件二、四癌篩檢成效-死亡率及存活率 

 

  



附件三、癌症防治績優單位表揚典禮得獎名單彙整表 

一、 獎項總表 

項次 獎項名稱 獲獎對象 獎項總數 

1 篩檢效率王 醫療院所 25 

2 困難挑戰王 醫療院所 6 

3 疑癌追緝王 醫療院所 8 

4 
切片達陣王 

(本年度新增獎項) 
醫療院所 3 

5 生命搶救王 醫療院所 12 

6 最佳救援王 醫療院所 9 

7 
口腔偵測王 

(本年度新增獎項) 
衛生局 4 

8 防癌尖兵 醫療院所夥伴 10 

9 典範獎 醫療院所 2 

合計 79 

 

  



二、醫療院所得獎項目表 

序號 醫療院所/衛生局名稱 得獎項目 

得獎數 

(依得獎總

數排序) 

1.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

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

一名、三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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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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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三組第

一名、乳癌生命搶救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3 

3.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乳癌困難挑戰王第二組第一名、子宮頸癌

生命搶救王區域醫院第一名、大腸癌生命

搶救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3 

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

督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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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癌最佳救援王地區醫院第一名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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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癌尖兵－陳穆

寬 醫師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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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生命

搶救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2 

7.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 

乳癌最佳救援王醫學中心第一名、大腸癌

最佳救援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2 

8. 高雄榮民總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一組第一名、

三癌疑癌追緝王醫學中心第一組第一名 
2 

9.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附設醫院 

子宮頸癌困難挑戰王第一組第一名、乳癌

最佳救援王地區醫院第一名 
2 

10. 馨蕙馨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第

一名、乳癌困難挑戰王第一組第一名 
2 

11. 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三組第

一名、乳癌生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第

一名 

2 

12. 陽明醫院(嘉義市)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四組

第一名、大腸癌生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

所第一名 

2 



序號 醫療院所/衛生局名稱 得獎項目 

得獎數 

(依得獎總

數排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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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癌困難挑戰王第一組第一

名 

2 

14.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

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子宮頸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一名、防

癌尖兵－劉景萍 副主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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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癌尖兵－陳志毅 醫師 
2 

16.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

醫院 

三癌疑癌追緝王區域醫院第三組第一名、

防癌尖兵－蔡春美 小組長 
2 

17. 臺中榮民總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名、

防癌尖兵－洪志強 醫師 
2 

18. 大千綜合醫院 
子宮頸癌生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

名 
1 

19.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中英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二組第

一名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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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二組第

一名 
1 

2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

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一

名 
1 

22.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佳里奇美醫院 切片達陣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名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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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4. 怡仁綜合醫院 
三癌疑癌追緝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二組第

一名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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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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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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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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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9.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二組第一名 1 

30. 健新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

組第一名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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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序號 醫療院所/衛生局名稱 得獎項目 

得獎數 

(依得獎總

數排序) 

32. 基隆市立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二組

第一名 
1 

33. 愛汝診所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

第一名 
1 

34.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三癌疑癌追緝王區域醫院第二組第一名 1 

35.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

念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一組第

一名 
1 

36.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子宮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

一名 
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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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8.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乳癌最佳救援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1 

39.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二癌疑癌追緝王區域/地區/診所不分組第

一名 
1 

40.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

名 
1 

41.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大腸癌困難挑戰王第二組第一名 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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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3.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三癌疑癌追緝王地區醫院/診所第一組第

一名 
1 

44.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乳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一名 1 

45.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

學大學興建經營〉 
乳癌最佳救援王區域醫院第一名 1 

46.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

愛醫院 
三癌疑癌追緝王區域醫院第一組第一名 1 

47.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

醫院 
防癌尖兵－黃慧雅 醫師 1 

48.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防癌尖兵－林慶良 醫師 1 

49.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

人聖保祿醫院 
防癌尖兵－簡淑華 護理長 1 

50.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防癌尖兵－林貞吟 護理師 1 

51.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防癌尖兵－劉美玲 護理長 1 

52.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口腔偵測王第一組第一名 1 

53. 彰化縣衛生局 口腔偵測王第二組第一名 1 

54.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口腔偵測王第三組第一名 1 



序號 醫療院所/衛生局名稱 得獎項目 

得獎數 

(依得獎總

數排序) 

55.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口腔偵測王第四組第一名 1 

 防癌尖兵獲獎名單 

醫師組 

序號 醫療院所名稱 醫師 重要事蹟 

1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

基督教醫院 
陳穆寬 院長 

引進創新思維與科技，在口腔癌下頷骨重

建手術應用 3D列印技術，使重建後的下

頷骨更接近病人原本外觀，縮短手術中重

建設計的時間提升醫療品質 

2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志毅 副院長 

將癌症篩檢融入生活醫療，由醫師親自解

說，讓病患及家屬接受度更高。並全面執

行由上到下之理念，以「良好溝通」為基

礎，由高層大力支持，給同仁信心向前衝 

3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

濟醫院 
黃慧雅 醫師 

深入偏鄉地區提供身心障礙婦女子宮頸癌

篩檢服務，並予以年輕醫師的子抹教學，

指導家醫科新進住院醫師實際採檢，並給

予教學回饋 

4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林慶良 主任 

主動增加門診次數，運用緊密務實的門診

策略找到困難個案，並且引進減痛及無痛

大腸鏡，積極推動對內視鏡檢查的重要性 

5 

臺中榮民總醫院 

洪志強 主任 

成立社群 Line群組，提供即時性回應；

並為疑似個案推出一站式服務，用最快速

的服務讓個案心安。 

非醫師組 

序號 醫療院所名稱 
個管師/護理師/ 

管理階層 
重要事蹟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

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劉景萍 副主任 於癌症委員會中協助制訂並推動策略，與

乳房外科、一般外科協調，授權予陽案護

理師，盡可能幫助病人完成確診。並設立

line生活圈，有效建置轉介系統。 

2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

法人聖保祿醫院 

 簡淑華 護理長 照顧團隊成員，爭取計畫人員成為醫院正

式編制員工，帶領團隊夥伴走入各角落，

執行過程不斷協調與調整，為癌症篩檢找

出有效且可行的方針。 



3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

教醫院 

 蔡春美 小組長 設計【便來速回收箱】，讓民眾便利繳回

檢體。製作【擬真糞便採檢模型】以回覆

示教方式指導民眾採檢，並設立【防癌天

使】，於候診區採走動式邀約四癌篩檢。 

4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新化分院)  林貞吟 護理師 走入偏鄉，照護山區民眾，與鄰近醫療院

所及衛生所建立社區醫療網絡，並派遣車

輛接送及衛生所人員陪同，讓篩檢異常民

眾得到完整及適切的醫療照護。 

5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劉美玲 護理長 重症單位轉入預防保健工作，親自參與社

區、職場、院內外各類篩檢服務，抱著使

命必達的態度，協助完成困難陽追的個

案，在篩檢服務上獲得許多民眾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