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提升糖尿病照護品質計畫之得獎名單 

 

典範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信義醫療財團法人高雄基督教醫院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游能俊診所 

林瑞祥教授診所 

 

特優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文德診所 

安慎診所 

晨安診所 

璩大維診所 

 

優等獎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聯新國際醫院 

新增收案數/新增收案率 



高雄榮民總醫院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東基醫療財團法人台東基督教醫院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光文診所 

周劍文診所 

姜博文診所 

永德康內科診所 

開蘭安心診所 

博新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同心海華診所 

敦仁診所 

達俊診所 

大鈞診所 

 

佳作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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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經營)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敏盛綜合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 

員生醫療社團法人員生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大千綜合醫院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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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陳宏麟診所 

芯悅診所 

元成診所 

張輝鵬診所 

瑞健診所 

為好診所 

周書澤內科診所 

敏昌診所 

張寶文診所 

長安診所 

黃彬診所 

活力診所 



李洮俊診所 

謝立偉診所 

吉泰內科診所 

南恩內科診所 

真善美診所 

陳敏玲內科診所 

大欣診所  

德家診所 

惠慎診所 

維賢診所 

文山診所 

黎俊奇診所 

彰化縣芬園鄉衛生所 

景新診所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安杏診所 

臺中市石岡區衛生所 

 



109年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提升糖尿病照護品質計畫之得獎名單 

 

 

典範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陳宏麟診所 

陳敏玲內科診所 

 

特優獎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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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正薪醫院 

黃建成診所 

李洮俊診所 

安慎診所 

景新診所 

周劍文診所 

 

優等獎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臺中榮民總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執行成果 



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敏盛綜合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台南市立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婦幼院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委託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經營）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聯新國際醫院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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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經營)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十仁診所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黎俊奇診所 

姜博文診所 

張輝鵬診所 

彰化縣伸港鄉衛生所 

彰化縣田尾鄉衛生所 

為好診所 

曾良達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衛生所 

彰化縣芬園鄉衛生所 

開蘭安心診所 

博新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芯悅診所 

庚新診所 

彰化縣大村鄉衛生所 

林瑞祥教授診所 

彰化縣和美鎮衛生所 

文德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東區衛生所 

大嘉診所 

彰化縣社頭鄉衛生所 

彰化縣埤頭鄉衛生所 

大鈞診所 

大政診所 

安杏診所 

 

佳作 

長慎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臺北市立關渡醫院－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臺安醫院雙十分院 

竹山秀傳醫院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清泉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基隆市立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惠德醫院 

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大千綜合醫院 

佑民醫療社團法人佑民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 

郭綜合醫院 



怡仁綜合醫院 

員生醫療社團法人員生醫院 

信義醫療財團法人高雄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南投基督教醫院 

健仁醫院 

天成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 

東勢區農會附設農民醫院 

光文診所  

彰化縣二水鄉衛生所 

瑞健診所 

彰化縣埔鹽鄉衛生所 

張寶文診所 

簡瑜宏診所 

敏昌診所 

彰化縣福興鄉衛生所 

文山診所 

同心海華診所 

彰化縣溪州鄉衛生所 

彰化縣鹿港鎮衛生所 

黃彬診所 

屏東縣牡丹鄉衛生所 

長安診所 

彰化縣二林鎮衛生所 

晨安診所 

璩大維診所 

元成診所 

彰化縣彰化市南西北區衛生所 

彰化縣員林市衛生所 

彰化縣田中鎮衛生所 

大欣診所  

真善美診所 

活力診所 

維賢診所 

游能俊診所 

彰化縣花壇鄉衛生所 

彰化縣溪湖鎮衛生所 



南恩內科診所 

達俊診所 

彰化縣竹塘鄉衛生所 

彰化縣秀水鄉衛生所 

敦仁診所 

彰化縣大城鄉衛生所 

慶鴻診所 

永德康內科診所 

吉泰內科診所 

大元診所 

惠慎診所 

彰化縣埔心鄉衛生所 

彰化縣芳苑鄉衛生所 

彰化縣永靖鄉衛生所 

德家診所 

翰生診所 

臺中市石岡區衛生所 

謝立偉診所 

陳嘉烈診所 



109年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提升糖尿病照護品質計畫之得獎名單 

 

 

 

典範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彰化縣線西鄉衛生所 

 

特優獎 

臺中榮民總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李洮俊診所 

林瑞祥教授診所 

 

優等獎 

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高雄市立鳳山醫院（委託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經營） 

長安診所 

彰化縣北斗鎮衛生所 

晨安診所 

彰化縣田尾鄉衛生所 

 

佳作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天成醫院 

機構創新特色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南市立安南醫院-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 

國軍新竹地區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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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經營)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 

新正薪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健仁醫院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麻豆新樓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台南新樓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博新小兒科家庭醫學科診所 

周劍文診所 

彰化縣埤頭鄉衛生所 

安慎診所 

光文診所 

姜博文診所 

瑞健診所 

彰化縣鹿港鎮衛生所 

彰化縣福興鄉衛生所 

陳宏麟診所 

活力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