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獲獎 

屆次  姓名  獎項 

89 級第 1 屆  巴德雄 
(1)98 年第 19 屆醫療奉獻獎 

(2)本校 99 學年第 15 屆傑出校友 

93 級第 5 屆  林秀美 

(1)100 年第 24 屆吳舜文新聞獎 

(2)99 年衛生署疾病管制局「1212 媒體記者攝影獎」 

(3)99 年教育部「創造性別平等文化」 

(4)98 年行政院消費者權益報導獎 

(5)96 年聯合報社傑出表現獎 

(6)94 年聯合報社傑出表現獎 

96 級第 8 屆  卓德松  99 年第 20 屆醫療奉獻獎 

96 級第 8 屆  黃健榮 
(1)98 年第 19 屆醫療奉獻獎 

(2)98 年台灣醫療典範獎 

96 級第 8 屆  劉大忠 

(1)99 年中華放射線醫學雜誌年度原著論文獎第二名 

(2)100 年國軍左營總醫院優良軍醫代表 

(3)100 年國防部優良軍官代表 

96 級第 8 屆  王堯顯  商業週刊 2009 百大良醫 

99 級第 11 屆  范思善  102 年第 23 屆醫療奉獻獎 

 
   



升遷 

屆次  姓名  成就 

90 級第 2 屆  李金德  高醫附設醫院副院長 

90 級第 2 屆  趙芳擇  高雄市長照機構聯合協會理事長 

92 級第 4 屆  施昇良  高雄四季台安醫院副院長 

93 級第 5 屆  蔡宗昌  安泰醫院院長 

93 級第 5 屆  林基正  安泰醫院榮譽副院長 

93 級第 5 屆  陳春木  馨惠馨醫院副院長 

93 級第 5 屆  陳鴻曜  阮綜合醫院副院長 

94 級第 6 屆  鄭裕民  署立屏東醫院院長 

94 級第 6 屆  吳登強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副院長 

94 級第 6 屆  郭明和  亞東紀念醫院副院長 

96 級第 8 屆  陳建智  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針灸科主任 

96 級第 8 屆  張鳳美  潮州安泰醫院行政副院長 

96 級第 8 屆  黃綉雲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護理部主任 

96 級第 8 屆  韋有升 愛仁醫療社團法人愛仁醫院骨科主任 

98 級第 10 屆  林志隆  高雄醫學大學主任秘書 

99 級第 11 屆  范思善  屏東基督教醫院副院長 

99 級第 11 屆  陳垚生  高雄榮民總醫院內科部主任 

99 級第 11 屆  李維哲  高醫附設醫院外科加護室主任 

 



   



成立新機構 

屆次  姓名  機構 

93 級第 5 屆  邱良進  元富診所、新石津診所、雙禧診所 

96 級第 8 屆  蔡彥碩  長義診所 

97 級第 9 屆  許擇良  凱悅護理之家 

98 級第 10 屆  邱康程  邱康程診所 

 
   



論文投稿 

屆次  姓名  論文主題 

93 級第 5 屆  吳鈴珠 
(1)Planned Creation of Vascular Access Saves Medical Expenses for Incident Dialysis Patients 

(2)血管通路建立時機對新進入血液透析患者住院醫療費用之影響 

93 級第 5 屆  李心白  Importance of Serum Albumin Level in the Preoperative Tests Conducted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93 級第 5 屆  鍾月枝 
(1)加護病房設置專責重症專科醫師對照護品質和醫療資源使用之影響 

(2)加護病房中長期醫療資源使用和死亡率分析投稿論文 

94 級第 6 屆  高宏門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Left Ventricular Dysfunction in End‐Stage Renal Disease Patients 

94 級第 6 屆  彭奕欣  急性心肌梗塞醫療品質與費用的探討 

95 級第 7 屆  林舜原  Educational Program for Myofascial Pain Syndrome 

95 級第 7 屆  謝生蘭  護理人員給藥錯誤現況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 

95 級第 7 屆  林杏麟  Management of Motorcycle Accident–Related Blunt 4 Hepatic Injury—a Different Strategy 

95 級第 7 屆  秦文鎮  美沙冬替代療法對於海洛因成癮者藥物濫用信念及生活適應之成效分析 

96 級第 8 屆  薛琍娜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holecystectomy 

96 級第 8 屆  許秋娥  Cholecystectomy in Taiwan 1996‐2004: a Nationwide Study on Prevalence and Hospital Charges 

97 級第 9 屆  陳介凡  Long‐Term Prediction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Revenue and Visitor Volume Using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 

97 級第 9 屆  洪天軍  Trend Analysis of Hospital Resource Utilization for Prolong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atients in Taiwan: A Population Based Study 

98 級第 10 屆  馮玉東  Safety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Anterior Cervical Discetomy and Fusion 

98 級第 10 屆  盧啟德  The Trend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Platelet Components Utilization in Taiwan 

99 級第 11 屆  陳昭如  In‐Hospital Mortality Prediction in Patients Receiv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