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醫療奉獻獎第一屆(1990年)得主，於80年代曾任長濱

鄉衛生所的主任兼醫師。長濱鄉是臺東縣最北端的鄉，距離臺

東市區九十公里，為便利民眾就醫，衛生所只好負起全長濱鄉

的醫療重任。廖醫師還發行一份「長賓醫訊」，不定時發刊，

希望在醫療保健上發揮更多力量。他是長濱第一位將所學奉獻

給家鄉的阿美族醫師，為了服務更廣大的民眾及善用各種資源

提升原住民的社會及政治地位，讓當時長年處於劣勢生存環境的原住民能脫離困苦的環

境。因此，他參加民意代表選舉，善用更強大的力量來為族人做醫療之外的事，造福更

多人。

傑出校友傑出校友

第 屆傑出校友23
(醫療奉獻獎追認之傑出校友)

為醫療奉獻獎第一屆(1990年)得主，公費教育畢業服完

兵役後，依志願分發到海端鄉衛生所服務三年餘後，又奉調至

蘭嶼。由於對山地及原住民的了解，長期以投入改善原住民的

生活為首要目標，認為必須先重視原住民的衛生環境，亦即是

醫療防治與醫療教育。他曾與好友布農族原住民醫師田雅各不

斷磋商研討，針對風俗、習慣均特殊的蘭嶼人，設計一套「蘭

嶼鄉衛生所醫療保健現況與策略」，經實地觀察八個月後寫出此份報告書，向臺灣省政

府衛生處提出，得到省衛生處的嘉勉與重視。1990年3月，蘭嶼成立了規模較衛生所大

許多的「群體醫療中心」，皆依據當時的報告書建議。直到現在「蘭嶼鄉衛生所醫療保

健現況與策略」都還被使用著。

廖國棟(醫學系1982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林正忠(醫學系1983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屆(1991年)得主，陳友邦醫師是七美

島有史以來第一位醫學院畢業生，也是當時唯一七美島本地出

身的醫師。打從進入醫學院的第一天，就立定回澎湖行醫的決

心！當年七美衛生所「除了一付聽診器」，幾乎沒有其他醫療

設備，他積極向行政院衛生署反應狀況，申請補助救護車、

X光室，甚至嬰兒保溫室，將七美衛生所整頓得「像一所合格

的醫院」。是一份承諾、一個捨我其誰的責任、一個視病猶親的體恤，也是做一個讓人

打從心底敬愛的醫生的信念，苦樂都在其中，他甘願歡喜。

陳友邦(醫學系1977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李建廷(醫學系1974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屆(1991年)得主，擁有美國約翰霍金

斯大學公衛碩士學位，醫術高明，並甘願把他所有一切奉獻給

最需要醫療救助的偏鄉。在鄉下行醫十四年，開創群體醫療中

心，廣受民眾的愛戴。1978年，他在臺大醫院受完住院醫師

訓練時，臺大醫學院內科教授楊恩標及公衛學界的拓荒者陳拱

北教授等人，想在臺北貢寮鄉的小漁村澳底，籌建實驗性的群

體醫師診療計劃，他毅然放棄回高雄市行醫的打算，自願前往隸屬於貢寮衛生所的澳底

衛生室作為基層醫療建設的開路先鋒。奉獻七年期間，在他的努力奔波下，得到臺大醫

院的技援，使得袖珍型的衛生室添加不少的醫療器材，也使得澳底病患可以就近治療；澳

底群醫中心上軌道後，把實驗成果帶到高樹衛生所，設立屏東第一座群體醫療中心。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三屆(1992年)得主，為原住民基層醫療

服務46年，以關懷和熱忱的精神，為牡丹鄉及恆春半島的民

眾服務，是一部活生生的山地醫療發展史。

她參加第一屆山地醫師培育考試，進入高醫就讀。杜院長

勉勵首屆山地醫師：「你們從山地來，應回到山地，那兒有最

需要你們照顧的族人。」這句話深深的鑴刻在她的心版，她也

確實做到。環繞著恆春半島輪流駐診的她，曾任牡丹鄉衛生所

主任、滿州鄉衛生所主任、省立屏東醫院恆春分院小兒科主

任，卻始終不改義診的習慣。滿州鄉群醫中心設備相當齊全，華陳秀月得意的說：「都是

我爭取來的。雖然曾有人說『滿州主任最會吵』，可是我認為越是偏僻的地方，政府越

要關心。」至今仍堅持住在恆春半島，不改為原住民服務的初衷，是山地醫療的勇者。

華陳秀月(山地醫學專修班1962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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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三屆(1992年)得主，為原住民基層醫療

服務46年，以關懷和熱忱的精神，為牡丹鄉及恆春半島的民

眾服務，是一部活生生的山地醫療發展史。

她參加第一屆山地醫師培育考試，進入高醫就讀。杜院長

勉勵首屆山地醫師：「你們從山地來，應回到山地，那兒有最

需要你們照顧的族人。」這句話深深的鑴刻在她的心版，她也

確實做到。環繞著恆春半島輪流駐診的她，曾任牡丹鄉衛生所

主任、滿州鄉衛生所主任、省立屏東醫院恆春分院小兒科主

任，卻始終不改義診的習慣。滿州鄉群醫中心設備相當齊全，華陳秀月得意的說：「都是

我爭取來的。雖然曾有人說『滿州主任最會吵』，可是我認為越是偏僻的地方，政府越

要關心。」至今仍堅持住在恆春半島，不改為原住民服務的初衷，是山地醫療的勇者。

華陳秀月(山地醫學專修班1962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21 22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卓德松(醫管碩專2009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屆(2009年)得主，屏東基督教醫院

小兒科醫師卓德松來自馬來西亞，臺大醫學系畢業後，南下到

屏基服務。外表親切、笑聲爽朗，長期專研小兒科、新生兒

科，有個暱稱「卓爸」，他是屏東地區成立最多小兒次專科醫

療團隊的幕後推手。成立「早產兒追蹤門診」針對2歲以下，

出生體重未滿2千克孩子給予智力發展、學習能力、肢體發育

成熟度等評估及照護諮詢，讓屏東地區早產兒就近獲追蹤及治療。在他努力下，屏基新

生兒加護病房早產兒存活率達93.4%。1996年屏基擴建住院大樓，他堅持成立新生兒加

護病房、病嬰室、小兒加護病房，使屏基成為屏東地區小兒急重症後送醫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陳筱蓉(口衛碩專2007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十九屆(2008年)得主，專攻腸造口護理，

一心為「不方便的病患方便」，本身有重聽痼疾，克服種種身

體障礙，努力30多年，目前是全臺最資深專業腸造口護理師。

剛當護士時，常見腸造口病患排泄問題難以妥善處理，便花時

間閱讀自習，將所自學的知識與實際操作結合，立志一定要學

到最新、最正確知識技能來幫助病患。在沙烏地阿拉伯吉達醫

院服務時，見許多護理人員缺乏腸造口處理經驗，加上醫療資源缺乏，她開始DIY作塑膠

管、人工肛門帶照顧病患。1997年協助病友成立玫瑰之友關愛協會，使永久性人工肛門

患者可列輕度身心障礙者，生活、醫療上都能向政府申請補助。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黃健榮(醫管碩專2009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十九屆(2008年)得主，奉獻己身於臺灣

尾的弱勢族群，甚至放棄在加拿大執業的機會，以實際的行動

點亮偏遠山區的無醫村。雖然是香港人，卻比任何人都愛恆

春，以當「恆春人」為榮，恆春人暱稱他是「臺灣尾的守護

神」。在恆基搶救過無數的生命，為了拉近與老人家距離，他

努力學習臺語和原住民語。他曾參與巴拿馬、委內瑞拉、緬甸

佤邦的海外醫療服務團隊，海外醫療行，更令他從中體會到生

命尊嚴的可貴及第三世界人民艱困的生活處境，更堅決要繼續服務弱勢地區。他如佇立

在恆春半島終年無休的燈塔，默默的看護著此地的居民，成為恆春半島居民身心靈最信

賴的守護者。

傑出校友傑出校友

何錫章(醫學系1980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四屆(1994年)得主。在二級離島服務期

間，勇於向上級爭取儀器設備，造福鄉里；經常搭乘小船到東

吉、花嶼、東嶼坪、西嶼坪三級離島從事巡迴醫療；並取得內

科及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被稱為是僻壤健康守護者。有

感於預防醫學的重要，在湖西鄉衛生所任職期間，赴臺大公衛

研究所預防醫學組研讀碩士班，並為湖西鄉進行了「湖西鄉糖

尿病患管理及流行病學資料建立」及「湖西鄉冠狀動脈心臟病及其危險因子之研究」兩

項研究計劃，將預防醫學的學理落實於偏鄉之公共衛生及臨床診療實務中。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七屆(1996年)得主，是身心障礙者最貼

心的依靠，1977年開業成為小兒科醫師時，開始關切身心障

礙兒的照護問題，因對傳統醫學有興趣，還考進中國醫藥學院

中國醫藥研究所，並獲得碩士學位。1981年，至臺中順天醫

院擔任小兒科主任，開始照護身心障礙兒。1986年再度自行

開業，為了爭取更多的社會資源，經省政府社會處的輔導，成

立了瑪利亞文教基金會，同時開辦了瑪利亞啟智學園，提供各個年齡層的身心障礙兒復

健、醫療、教養等照護；降低家屬照顧上的負擔及增強照護能力。希望能如同聖母瑪利

亞般，照顧障礙兒。

莊宏達(醫學系1973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陳照隆(醫學系1976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十八屆(2007年)得主，曾任綠島衛生所

主任，1976年畢業後，在新竹空軍醫院服醫官役，退役後便

返回綠島。2001年陳醫師短暫代理臺東縣衛生局長，同時兼

任綠島衛生所主任，不時搭船跨海，往返於兩地巡查、看診。

綠島衛生所至今還是全島唯一一間「診所」，從內科、外科、

眼科、皮膚科、骨科，什麼病都得看，衛生所裡沒有助產士，

他還得幫產婦接生；所內連最基本的藥劑師編制都沒有，看完診還得自己開處方簽、自

己動手抓藥；當然更別提想要有精密的醫療儀器，整個衛生所只有最簡單的縫合器材。

他曾表示「自己能做，沒什麼好計較的。」卅年來如一日，每天有空就主動走訪島上鄉

民住家，為鄉民量血壓、量脈博，閒話家常，日復一日，不曾間斷，也就是這樣平凡的

舉動、真誠關懷，讓他贏得全島鄉民敬重。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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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卓德松(醫管碩專2009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屆(2009年)得主，屏東基督教醫院

小兒科醫師卓德松來自馬來西亞，臺大醫學系畢業後，南下到

屏基服務。外表親切、笑聲爽朗，長期專研小兒科、新生兒

科，有個暱稱「卓爸」，他是屏東地區成立最多小兒次專科醫

療團隊的幕後推手。成立「早產兒追蹤門診」針對2歲以下，

出生體重未滿2千克孩子給予智力發展、學習能力、肢體發育

成熟度等評估及照護諮詢，讓屏東地區早產兒就近獲追蹤及治療。在他努力下，屏基新

生兒加護病房早產兒存活率達93.4%。1996年屏基擴建住院大樓，他堅持成立新生兒加

護病房、病嬰室、小兒加護病房，使屏基成為屏東地區小兒急重症後送醫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陳筱蓉(口衛碩專2007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十九屆(2008年)得主，專攻腸造口護理，

一心為「不方便的病患方便」，本身有重聽痼疾，克服種種身

體障礙，努力30多年，目前是全臺最資深專業腸造口護理師。

剛當護士時，常見腸造口病患排泄問題難以妥善處理，便花時

間閱讀自習，將所自學的知識與實際操作結合，立志一定要學

到最新、最正確知識技能來幫助病患。在沙烏地阿拉伯吉達醫

院服務時，見許多護理人員缺乏腸造口處理經驗，加上醫療資源缺乏，她開始DIY作塑膠

管、人工肛門帶照顧病患。1997年協助病友成立玫瑰之友關愛協會，使永久性人工肛門

患者可列輕度身心障礙者，生活、醫療上都能向政府申請補助。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黃健榮(醫管碩專2009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十九屆(2008年)得主，奉獻己身於臺灣

尾的弱勢族群，甚至放棄在加拿大執業的機會，以實際的行動

點亮偏遠山區的無醫村。雖然是香港人，卻比任何人都愛恆

春，以當「恆春人」為榮，恆春人暱稱他是「臺灣尾的守護

神」。在恆基搶救過無數的生命，為了拉近與老人家距離，他

努力學習臺語和原住民語。他曾參與巴拿馬、委內瑞拉、緬甸

佤邦的海外醫療服務團隊，海外醫療行，更令他從中體會到生

命尊嚴的可貴及第三世界人民艱困的生活處境，更堅決要繼續服務弱勢地區。他如佇立

在恆春半島終年無休的燈塔，默默的看護著此地的居民，成為恆春半島居民身心靈最信

賴的守護者。

傑出校友傑出校友

何錫章(醫學系1980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四屆(1994年)得主。在二級離島服務期

間，勇於向上級爭取儀器設備，造福鄉里；經常搭乘小船到東

吉、花嶼、東嶼坪、西嶼坪三級離島從事巡迴醫療；並取得內

科及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資格，被稱為是僻壤健康守護者。有

感於預防醫學的重要，在湖西鄉衛生所任職期間，赴臺大公衛

研究所預防醫學組研讀碩士班，並為湖西鄉進行了「湖西鄉糖

尿病患管理及流行病學資料建立」及「湖西鄉冠狀動脈心臟病及其危險因子之研究」兩

項研究計劃，將預防醫學的學理落實於偏鄉之公共衛生及臨床診療實務中。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七屆(1996年)得主，是身心障礙者最貼

心的依靠，1977年開業成為小兒科醫師時，開始關切身心障

礙兒的照護問題，因對傳統醫學有興趣，還考進中國醫藥學院

中國醫藥研究所，並獲得碩士學位。1981年，至臺中順天醫

院擔任小兒科主任，開始照護身心障礙兒。1986年再度自行

開業，為了爭取更多的社會資源，經省政府社會處的輔導，成

立了瑪利亞文教基金會，同時開辦了瑪利亞啟智學園，提供各個年齡層的身心障礙兒復

健、醫療、教養等照護；降低家屬照顧上的負擔及增強照護能力。希望能如同聖母瑪利

亞般，照顧障礙兒。

莊宏達(醫學系1973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陳照隆(醫學系1976年畢)

為醫療奉獻獎第十八屆(2007年)得主，曾任綠島衛生所

主任，1976年畢業後，在新竹空軍醫院服醫官役，退役後便

返回綠島。2001年陳醫師短暫代理臺東縣衛生局長，同時兼

任綠島衛生所主任，不時搭船跨海，往返於兩地巡查、看診。

綠島衛生所至今還是全島唯一一間「診所」，從內科、外科、

眼科、皮膚科、骨科，什麼病都得看，衛生所裡沒有助產士，

他還得幫產婦接生；所內連最基本的藥劑師編制都沒有，看完診還得自己開處方簽、自

己動手抓藥；當然更別提想要有精密的醫療儀器，整個衛生所只有最簡單的縫合器材。

他曾表示「自己能做，沒什麼好計較的。」卅年來如一日，每天有空就主動走訪島上鄉

民住家，為鄉民量血壓、量脈博，閒話家常，日復一日，不曾間斷，也就是這樣平凡的

舉動、真誠關懷，讓他贏得全島鄉民敬重。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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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九屆(2019年)得主，於70年代投入

當時未知、發展最不成熟的兒童遺傳科，遠赴美國耶魯大學進

行兩年臨床遺傳學進修後，回到臺灣遺傳醫學界服務。林炫沛

結合醫界的力量，成功將發生率在萬分之一以下的疾病歸類為

「罕見疾病」，這項專有名詞才在中文世界被建立。他推動罕

病基金會成立，促成「罕見疾病防治與藥物法」立法，並深信

面對罕病除了被動醫治，更需要主動預防。他成立兩個遺傳相關兼具臨床服務及研究教學

實驗室，大力促成罕見疾病預防工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新生兒篩檢，在癥狀發生前

先確診是否罹患罕病，發病前馬上介入治療，提升治療效果，整體效能堪稱亞洲第一。

林炫沛(醫學系1980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傑出校友傑出校友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三屆(2012年)得主，2003年放棄臺

灣優渥環境，加入中華民國駐馬拉威醫療團，進駐非洲馬拉威

姆祖祖中央醫院，服務當地病患，是團內唯一的外科主治醫

師。在非洲，例行手術難度不高，卻有很多臺灣從未見過的疾

病，他花了半年適應環境，從失敗中學習，簡單的瘧疾、熱帶

醫學病，傳染病等，一切重新來過。因當地設備不足、醫療人

員缺乏，練就快手絕技，每天有十多檯刀等著他。范醫師在馬拉威一待就是5年，直到

2008年臺灣與馬拉威斷交。5年期間，他指導4千多檯手術，親自為1800多名病人開刀。

他表示在馬拉威這些年，學得比貢獻的多，雖然物質享受甚低，但精神層次收穫卻很高。

范思善(醫管資碩專2012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五屆(2014年)得主，現任屏東東港

安泰醫院執行長。蘇醫師出身臺中，夫婿蘇清泉是屏東縣東港

人，為了照顧醫療資源匱乏的屏南地區，1992年在東港開設安

泰醫院，她也跟著來到東港安泰服務。過去持續20幾年她自

願在東港各個國小擔任校牙醫，幫學童做口腔檢查，並幫教職

員、學生講授口腔保健衛生教育課程，推動學校建立口腔預防

保健作業程序。爭取建置屏東第一家特殊需求者牙科門診專區，讓身心障礙者有親善無

障礙的就醫環境，2013年開始更到屏東潮州特教學校駐診，服務的身影幾乎遍及屏東。

蘇主榮(牙醫學系博士班2004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六屆(2016年)得主，21年前舉家遷

移，遠赴臺灣後山行醫，加入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隊，選擇前

進最令醫護人員退怯的蘭嶼離島，就這麼往返蘭嶼十多年。相

較於本島偏鄉，離島蘭嶼醫療資源更形缺乏，白明忠每年去

六、七次，有時一個月去兩次，每次都自備電腦、病歷、藥

品。後來為了更進一步確診，他連胃鏡、腹部超音波等儀器都

帶入島，成為「蘭嶼胃鏡先鋒」。白醫師為蘭嶼成年人提供檢查服務，也到各國中小學

做檢查，蘭嶼幾乎一半的實際居住人口都獲得他的守護。他甚至引進馬偕體系最早的內

視鏡超音波設備，期望協助東馬團隊打造醫學中心環境。他認為只有技術與設備提升，

才能更進一步留住人才，也才能降低臺東病患轉院機率。

白明忠(藥學系1983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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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八屆(2018年)得主，10年來每天花

2小時車程，從臺東市區往返大武衛生所看診，因此非常了解

南迴醫療資源的窘境，尤其發生重大事故或嚴重病患送來衛生

所時，常因人手及設備不足造成遺憾，部落鄉親看診需花很多

的車資及時間，這些醫療現狀，促使他推動醫療升級的構想。

提出興建「南迴救護中心」的構想，爭取經費補助，用地取

得、地目變更，到設計動土，歷經了近10年的時間，中間還卡到水土保持計畫變更和司

法訴訟問題，最終在2018年五月順利動工興建。投入偏鄉醫療，四處奔走為大武鄉以及

南迴線上的居民謀求更完善的醫療福利，是因為自己是大武鄉人，希望在自己能力所及

的地方鞠躬盡瘁。

盧克凡(醫學系1998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七屆(2017年)得主，莫拉克風災

後，高雄山區交通中斷是家常便飯，邱孟肇醫師爭取衛服部

「山地鄉缺醫村醫療資源改善3年試辦計畫」，在拉芙蘭部落

設置醫療站，規畫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人員輪流進

駐山上的聚落駐診，居民生病無須再冒險往山下送。這個計畫

解決交通常中斷的三部落醫療問題，直至2016年12月才結

束。邱孟肇醫師駐守南橫山區近20年，為了和患者溝通無距離，入境隨俗學說布農族

語，並在部落派出所放置「醫藥包」，讓南橫山區常因雨而受困的居民，遇到身體不適

時，可打電話問診，再到派出所或里長家找「醫藥包」領藥，創新作法貼近民眾需求，

他的存在更是安定部落人心的特效藥。

邱孟肇(醫學系1991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九屆(2019年)得主，於70年代投入

當時未知、發展最不成熟的兒童遺傳科，遠赴美國耶魯大學進

行兩年臨床遺傳學進修後，回到臺灣遺傳醫學界服務。林炫沛

結合醫界的力量，成功將發生率在萬分之一以下的疾病歸類為

「罕見疾病」，這項專有名詞才在中文世界被建立。他推動罕

病基金會成立，促成「罕見疾病防治與藥物法」立法，並深信

面對罕病除了被動醫治，更需要主動預防。他成立兩個遺傳相關兼具臨床服務及研究教學

實驗室，大力促成罕見疾病預防工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新生兒篩檢，在癥狀發生前

先確診是否罹患罕病，發病前馬上介入治療，提升治療效果，整體效能堪稱亞洲第一。

林炫沛(醫學系1980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傑出校友傑出校友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三屆(2012年)得主，2003年放棄臺

灣優渥環境，加入中華民國駐馬拉威醫療團，進駐非洲馬拉威

姆祖祖中央醫院，服務當地病患，是團內唯一的外科主治醫

師。在非洲，例行手術難度不高，卻有很多臺灣從未見過的疾

病，他花了半年適應環境，從失敗中學習，簡單的瘧疾、熱帶

醫學病，傳染病等，一切重新來過。因當地設備不足、醫療人

員缺乏，練就快手絕技，每天有十多檯刀等著他。范醫師在馬拉威一待就是5年，直到

2008年臺灣與馬拉威斷交。5年期間，他指導4千多檯手術，親自為1800多名病人開刀。

他表示在馬拉威這些年，學得比貢獻的多，雖然物質享受甚低，但精神層次收穫卻很高。

范思善(醫管資碩專2012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五屆(2014年)得主，現任屏東東港

安泰醫院執行長。蘇醫師出身臺中，夫婿蘇清泉是屏東縣東港

人，為了照顧醫療資源匱乏的屏南地區，1992年在東港開設安

泰醫院，她也跟著來到東港安泰服務。過去持續20幾年她自

願在東港各個國小擔任校牙醫，幫學童做口腔檢查，並幫教職

員、學生講授口腔保健衛生教育課程，推動學校建立口腔預防

保健作業程序。爭取建置屏東第一家特殊需求者牙科門診專區，讓身心障礙者有親善無

障礙的就醫環境，2013年開始更到屏東潮州特教學校駐診，服務的身影幾乎遍及屏東。

蘇主榮(牙醫學系博士班2004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六屆(2016年)得主，21年前舉家遷

移，遠赴臺灣後山行醫，加入醫院的巡迴醫療服務隊，選擇前

進最令醫護人員退怯的蘭嶼離島，就這麼往返蘭嶼十多年。相

較於本島偏鄉，離島蘭嶼醫療資源更形缺乏，白明忠每年去

六、七次，有時一個月去兩次，每次都自備電腦、病歷、藥

品。後來為了更進一步確診，他連胃鏡、腹部超音波等儀器都

帶入島，成為「蘭嶼胃鏡先鋒」。白醫師為蘭嶼成年人提供檢查服務，也到各國中小學

做檢查，蘭嶼幾乎一半的實際居住人口都獲得他的守護。他甚至引進馬偕體系最早的內

視鏡超音波設備，期望協助東馬團隊打造醫學中心環境。他認為只有技術與設備提升，

才能更進一步留住人才，也才能降低臺東病患轉院機率。

白明忠(藥學系1983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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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八屆(2018年)得主，10年來每天花

2小時車程，從臺東市區往返大武衛生所看診，因此非常了解

南迴醫療資源的窘境，尤其發生重大事故或嚴重病患送來衛生

所時，常因人手及設備不足造成遺憾，部落鄉親看診需花很多

的車資及時間，這些醫療現狀，促使他推動醫療升級的構想。

提出興建「南迴救護中心」的構想，爭取經費補助，用地取

得、地目變更，到設計動土，歷經了近10年的時間，中間還卡到水土保持計畫變更和司

法訴訟問題，最終在2018年五月順利動工興建。投入偏鄉醫療，四處奔走為大武鄉以及

南迴線上的居民謀求更完善的醫療福利，是因為自己是大武鄉人，希望在自己能力所及

的地方鞠躬盡瘁。

盧克凡(醫學系1998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七屆(2017年)得主，莫拉克風災

後，高雄山區交通中斷是家常便飯，邱孟肇醫師爭取衛服部

「山地鄉缺醫村醫療資源改善3年試辦計畫」，在拉芙蘭部落

設置醫療站，規畫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人員輪流進

駐山上的聚落駐診，居民生病無須再冒險往山下送。這個計畫

解決交通常中斷的三部落醫療問題，直至2016年12月才結

束。邱孟肇醫師駐守南橫山區近20年，為了和患者溝通無距離，入境隨俗學說布農族

語，並在部落派出所放置「醫藥包」，讓南橫山區常因雨而受困的居民，遇到身體不適

時，可打電話問診，再到派出所或里長家找「醫藥包」領藥，創新作法貼近民眾需求，

他的存在更是安定部落人心的特效藥。

邱孟肇(醫學系1991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傑出校友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九屆(2019年)得主，深受門諾醫院

創院院長薄柔纜所說：「美國很近，花蓮很遠。」這句話的影

響，在就讀醫學院時期許下為偏鄉服務的心願。2009年起在

臺東基督教醫院服務至今，在缺乏婦產科醫師及設備不足的環

境下，過去10年內臺東的新生兒，有三成都由郭成興與東基

團隊接生。在病人眼中，郭成興是說話輕柔、用心解說的好醫

師；在東基同事眼裡，郭成興是位有責任心、使命感的好醫師，關心患者也關心家屬。

對他而言獲獎最大的意義是希望能激勵更多年輕婦產科醫師到臺東貢獻所長，為偏鄉醫

療盡心力。

郭成興(後醫學系2001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為醫療奉獻獎第二十九屆(2019年)得主，長期研究多重

畸形重建手術，研發「以腸道做為發聲器」，讓病患能用正常

的聲音說話、正常進食，有正常社交生活。「改變一個孩子

的容顏，修補的不只是那個缺口，還有他們的整個生命。」

羅慧夫醫師這句話深深撼動陳宏基，他也從羅慧夫醫師身上學

會同理心。他長期培訓醫師，辦國際研討會、訓練，傾囊相

授，並率領團隊至國際醫療人道救援，讓秘魯、越南、緬甸等地弱勢多重畸形患者重獲

新生。他表示，會一直做國際醫療及重建聲道，除了自己對重建手術有興趣之外，也是

因為可以藉由這些手術及人道救援，讓病人恢復健康，讓大家看見臺灣、看見臺灣的醫

療發展。

陳宏基(醫管碩專2006年畢)

社會人類文化貢獻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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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欄

■秘書處校友暨公共事務組

坐在剛整修完的電腦教室裡，高醫德

和醫管暨醫資學會理事長邱良進和

夫人馮貞芬開心地測試升降電腦桌，看到

新教室不但有最新的電腦設備、可書寫又

可投影的木作白板，還有全景開窗的好視

野，夫妻倆都露出滿足的笑容，因為這可

是邱良進理事長為了讓學弟妹有更好的學

習環境，出資100多萬元整修的成果。

身為醫務管理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的校友，邱良進在學時就對班上事務非常

熱心，之後更榮任高醫德和醫管暨醫資學

會理事長、高醫大醫管暨醫資學系校友會

理事長，對於醫管資系的發展非常關心，

除了積極參與母校各項活動之外，也時常

透過學會及校友會舉辦國內外旅遊、學術

研討會等來凝聚系友的向心力，對於幫助

母校學弟妹更是不遺餘力！

回想起與高醫結緣的過程，邱良進理

事長說，當初經營診所時，為了增加自己

在醫務管理上的專業知識及能力，決定重

返校園進修。雖然當時高雄有不少學校都

設有醫管所，但他立下目標「非高醫不

讀」，考試時競爭相當激烈，100多人只

取30人，他考了兩次才順利考上。這份

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讓他格外珍惜，在

求學的兩年間，不但認真學習，更主動到

機場接送老師到學校上課，熱心服務的精

神讓他在畢業典禮上獲頒「服務獎」。

其實邱理事長和高醫的緣份不僅於

此，他過去曾在高醫的檢驗室服務，並認

識了當時的同事馮貞芬女士，兩人在高醫

一路從相識、相戀到結為連理。三個孩子

也都是在高醫出生。後來更與妻子分別就

讀高醫的醫管所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並

於同一年畢業，人生中重要的精華歲月都

與高醫緊緊相連。也因此，對於高醫的感

情深厚，無論學校、醫管資系甚至是其他

校友會的活動，他都熱心參與更出錢出

力。2019年他捐助了學校及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超過500萬元，其中100多萬元就

飲水思源
醫管碩專班校友邱良進捐資逾五百萬回饋母校

是回饋給母系，聽聞系上要整修電腦教

室，為了讓學弟妹有更好的學習環境，他

二話不說出錢支持；其餘的捐款則是給學

校起飛圓夢助學專款，協助經濟資源相對

弱勢的學弟妹能安心就學，另外也捐款讓

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添購醫療巡迴車。無私

付出是因他認為「善」是會循環的，除了

能助人也希望有拋磚引玉的效果。去年他

經歷了一場大手術，差一點就可能半身不

遂，這樣的經歷，讓他對人生有更深的體

悟，原本就熱心公益的他，更加積極付

出，這些奉獻也為他帶來更多心靈上的快

樂。熱情付出又愛家的他，2012年當選本

校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優秀校友，更

於2018年獲頒高雄市第十二屆傑出父親。

邱理事長的工作經歷相當豐富，除了

早年曾在高醫檢驗室服務，後來在同事的

介紹下，開啟了保險業務人生，之後更轉

戰醫務管理，成為醫院、診所的CEO，

精準獨到的經營方式，讓他經營的醫院，

曾創下門診量高屏區第一名的紀錄。求知

若渴的他，期許母校能成立醫管博士班，

讓他能有機會能再度重返校園，繼續進修

深造。

▲邱良進理事長夫婦參觀剛整修完的電腦教室

▲邱良進理事長捐款回饋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