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年病人安全週優良響應機構得獎名單 
 

※依據響應機構之健保特約類別及獲得獎項統計如下： 

特約類別 繳交成果家數 動員獎 創意獎 動員獎及創意獎 合計 

醫學中心 24 5 1 1 7 

區域醫院 85 8 2 6 16 

地區醫院 246 17 9 24 50 

診所 1 0 0 1 1 

合計 356 30 16 28 74 

 

※獲獎名單如下： 

序號 健保特約類別 獲得獎項 醫事機構名稱 

1 

醫學中心 

共計 7 家 

動員獎 中國醫藥大學兒童醫院 

2 動員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

院、馬偕兒童醫院、淡水馬偕紀念醫院 

3 動員獎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4 動員獎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5 動員獎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

營） 

6 創意獎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7 動員獎及創意獎 高雄榮民總醫院 

8 

區域醫院 

共計 16 家 

動員獎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9 動員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

醫院 

10 動員獎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 

11 動員獎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

學經營） 

12 動員獎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13 動員獎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14 動員獎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15 動員獎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16 創意獎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17 創意獎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序號 健保特約類別 獲得獎項 醫事機構名稱 

18 

區域醫院 

共計 16 家 

動員獎及創意獎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19 動員獎及創意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20 動員獎及創意獎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21 動員獎及創意獎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中和紀念 

22 動員獎及創意獎 郭綜合醫院 

23 動員獎及創意獎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24 

地區醫院 

共計 50 家 

動員獎 七賢脊椎外科醫院 

25 動員獎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26 動員獎 台新醫院 

27 動員獎 生安婦產小兒科醫院 

28 動員獎 竹山秀傳醫院 

29 動員獎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 

30 動員獎 長安醫院 

31 動員獎 健仁醫院 

32 動員獎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竹東分院 

33 動員獎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34 動員獎 通霄光田醫院 

35 動員獎 新太平澄清醫院 

36 動員獎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37 動員獎 德謙醫院 

38 動員獎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39 動員獎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40 動員獎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41 創意獎 中祥醫院 

42 創意獎 信義醫療財團法人高雄基督教醫院 

43 創意獎 南門綜合醫院 

44 創意獎 恆基醫療財團法人恆春基督教醫院 

45 創意獎 美德醫院 

46 創意獎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新莊仁濟醫院 

47 創意獎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48 創意獎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49 創意獎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序號 健保特約類別 獲得獎項 醫事機構名稱 

50 

地區醫院 

共計 50 家 

動員獎及創意獎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草屯分院 

51 動員獎及創意獎 天主教聖功醫療財團法人聖功醫院 

52 動員獎及創意獎 北新醫療社團法人北新醫院 

53 動員獎及創意獎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潮州安泰醫院 

54 動員獎及創意獎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 

55 動員獎及創意獎 育仁醫院 

56 動員獎及創意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57 動員獎及創意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58 動員獎及創意獎 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 

59 動員獎及創意獎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南仁愛之家附設精神療養院 

60 動員獎及創意獎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61 動員獎及創意獎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經營) 

62 動員獎及創意獎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 

63 動員獎及創意獎 國軍台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中清分院 

64 動員獎及創意獎 清海醫院 

65 動員獎及創意獎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院 

66 動員獎及創意獎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 

67 動員獎及創意獎 道周醫療社團法人道周醫院 

68 動員獎及創意獎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69 動員獎及創意獎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 

70 動員獎及創意獎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71 動員獎及創意獎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72 動員獎及創意獎 霖園醫院 

73 動員獎及創意獎 豐榮醫院 

74 
診所 

共計 1 家 
動員獎及創意獎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