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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醫療服務

本校擁有三所附屬醫院：附設醫院創立於1976年，培育優秀醫療人才；萬芳醫院於1996年

由台北市政府委託本校籌設經營，1997年正式營運，為本校第一個醫學中心；雙和醫院於2003

年本校在激烈競爭下，取得全國第一個 BOT醫院經營權，自2008年起正式營運，一校三院緊密

攜手合作為本校未來發展提供美好的願景。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創立於1976年，為臺北醫學大學第一所附屬醫院，1994年增建第二

醫療大樓，2007年完成第三醫療大樓，院區床數提升至近800床，並提供28個醫療專科、39個

醫療次專科服務。醫院持續增設各項新穎設備並致力提升醫療品質，2010年癌症醫院大樓啟用，

員工人數超過2千人，為臺北市信義都心之醫療旗艦。

臺北醫學大學‧市立萬芳醫院  

本校於1996年接受台北市政府委託經營萬芳醫院，1997年正式開幕，為台灣第一家公辦民

營之市立醫院。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於2004年通過衛生署及醫策會之醫學中心評鑑，成為臺北市南

區唯一的醫學中心，現有規模730張病床及護理之家103床，擁有50多個醫療專科，員工總人數

逾2,200人，提供全方位的醫學專科訓練與高品質的人性化醫療服務。

萬芳醫院是最重視病人安全、醫療品質、社區醫療、人文醫學及醫療資訊的醫院之一，除了

提供人性化的醫療服務外，同時亦肩負起醫學中心之教學醫院的功能，多年來深耕社區，走出

醫院提供社區民眾最及時的醫療服務及健康資訊，進而推廣至國際，積極促進國際交流與援外醫

療，成效卓著。

臺北醫學大學‧署立雙和醫院

2008年7月1日正式開幕的雙和醫院，是臺灣首家 BOT 的醫院（由行政院衛生署委託臺北醫

學大學興建、經營、管理），全院規劃共有1,574 床，不僅是新北市最大的醫院，同時與臺北醫學

大學的附設醫院、萬芳醫院形成大臺北地區的醫療金三角，北醫醫療體系總床數超過3,000床，並

與大學互為堅實的後盾。雙和醫院以急重症醫療為主，為新北市之急救責任醫院，亦是新北市唯一

有醫療用直昇機停機坪的醫院。於建構完整急重症醫療體系後，為因應社區民眾醫療需求，雙和醫

院將持續聘任及留任優秀人才、穩定服務規模及持續進行第二大樓興建工程及 B基地教研大樓評

估規劃，持續創新醫療服務提升品質，朝向「高品質高績效之國際一流大學醫院」願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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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國際醫療服務

本校三附屬醫院皆積極參與國際醫療援助，並且接受外國醫事人員代訓的專案，如財團法人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國際衛生醫療合作策略聯盟」之「友好國家醫事人員訓練計畫」、

行政院衛生署之「台灣國際醫療衛生人員訓練中心醫療合作」等，並配合北醫大駐史瓦濟蘭及駐

聖多美普林西比醫療服務計畫，代訓二國友邦醫事人員。 

為培訓在地醫事人員，並達成醫護人員教育訓練的永續培訓，三附屬醫院擬定訓練計畫，多次

舉辦主題式研討會及捐增相關醫療器材，如2012年8月組成專家團隊遠赴史瓦濟蘭執行「婦幼衛

生改善訓練計畫」，培訓助產士及新生兒急救醫護人員種子教師，10月舉辦腎臟內科研討會，落

實國際社會責任，提升友邦醫療水準。

1. Dr. Kinsala到本院腎臟內科受訓 2. 史國當地媒體報導 :腎臟內科醫療

3. 骨科開刀情況 4. 參訪地區醫療單位

5. RFM臨床教學活動 6. 血液透析工作交流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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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醫療外交部分，為協助馬來西亞經濟貧困的心臟病家庭，本校附設醫院特與馬來西亞社

會愛心福利基金會多次洽談，並於2012年9月13日簽署合作備忘錄，開始為期 3 年的「台馬人

道醫療善心計畫」，以附設醫院完整、堅強的心臟外科團隊作為後盾，幫助大馬經濟弱勢的心臟病

人家庭，為臺灣和大馬首次國際愛心醫療外交開啟新的里程碑。

1. 2011婦幼衛生研討會 2. 馬來西亞社會愛心福利基金會交流

3. 2011婦幼衛生研討會參訪健康中心 4. 參訪地區醫療單位

5. 聖多美普林西比衛生部長參訪洗腎中心

1

4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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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短期援外行動醫療團服務人次統計表

國家 /醫療團名稱 門診人次 手術人次

2009年

馬紹爾行動醫療團 1479 78

帛琉行動醫療團 771 31

海地行動醫療團 107 69

合計 (人次 ) 2,357 178

2010年

馬紹爾行動醫療團 875 93

帛琉行動醫療團 30 --

合計 (人次 ) 905 93

2011年

馬紹爾行動醫療團 (第一團 ) 538 6

馬紹爾行動醫療團 (第二團 ) 445 31

合計 (人次 ) 983 37

▍表5-2 長期性常駐援外醫療團服務人次統計表

服務科別 98年 99年 100年

史瓦濟蘭常駐醫療團

門診

(神經外科、一般內外科、口腔外科、骨科、小兒科、
愛滋疾病 )

5,343 5,743 6,467

手術

(神經外科、一般外科、口腔外科、骨科 )
392 322 242

電腦斷層 CT檢查 850 758 958

國防軍門診 -- 4,236 1,700

合計 6,585 11,059 9,367

聖多美普林西比常駐醫療團

門診

(一般內外科、耳鼻喉科、骨科、牙科 )
-- 8,632 8,914

義診5次 -- 548 890

手術 -- 199 317

合計 -- 9,180 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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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派駐史瓦濟蘭醫療團

自2009年1月起，由北醫大承辦常駐史瓦濟蘭王國醫療

團之任務，陸續派遣醫師接替任期已滿之優秀醫療人員，經過

近半年的人員交替，醫療團人力逐步穩定，並開始展現我國醫

療實力。駐史瓦濟蘭王國醫療團之主要任務為協助史國最大及

唯一的轉介醫院史京政府醫院（ Mbabane Government Hospital, 

MGH）之醫療工作，並支援其他地區醫院之特殊醫療教學及

臨床服務。除此之外，醫療團亦在國合會與當地使館的指示

下，負責例行之地區義診服務，鼓勵醫療團的醫師對社區之服

務能更深入紮根。另外，持續支持適當之公共衛生計畫之規劃

及實驗性質之研究執行，提供王室與史國政府健康照護服務，

以期醫療團能逐步參與該國政府之重大公共衛生政策規劃及協

助執行。

北醫大一校三院相關專家教授，亦不定期前往史瓦濟蘭，

與史國衛生部及 MGH合作辦理相關研討會或教育訓練，藉以

深入了解史國政府部門及醫院經營管理單位之工作模式，學習

如何與史國行政主管建立互信及合作推動醫療衛生合作之方

式。而為了使團員及北醫大教授及學生對史瓦濟蘭醫療社會環

境有更多認識，自2009年起，每年暑期皆有多位師生前往進

行深入的社區調查及研究，盼能經由這些技術之交換及學習，

能達到我專家與史瓦濟蘭當地醫療專業人員及其他國際組織之

合作，共同執行醫療衛生合作研究計畫。

承續我與史瓦濟蘭王國雙邊衛生合作之工作，冀逐年強化

史國醫療服務體系，培訓在地醫事人力，並透過轉植符合當地

需求之醫療衛生教育與技術，藉以提升史國各項醫療服務技術。而以遠距醫療之視訊診斷與教育訓練

之境外服務與指導之培訓輸出，加強同步及全面醫院管理成效，改善醫院管理設備、資材、藥品利用

效率等，則是具體可期之計畫成果。

聯合國提出八項千禧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其中包括降低兒童死亡

率，改善產婦保健，對抗 HIV/AIDS、瘧疾和其他疾病，以及發展全球夥伴關係等項目，都和我們醫

療團的工作息息相關，也可說是醫療團的願景。本團於愛滋病盛行率全球第一的國家史瓦濟蘭進行服

務，參與愛滋門診；從事學童營養及寄生蟲調查，提供史國相關改善建議；與史國當地政府與民間單

位密切合作，每一項工作都是以 MDGs為目標向前努力。期本團在兩年的穩健營運基礎下，漸次完

成外交部及國合會交付之使命，並加強我與史瓦濟蘭之邦交，提升臺灣國際醫療之全球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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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派駐聖多美普林西比共和國醫療團

聖多美普林西比面積約為1,001平方公里，人口約16萬人。於1997年與台灣建交，1998年成

立醫療團於聖國進行醫療服務。臺北醫學大學自2010年起承辦聖多美普林西比醫療團，為政府肩負

重大國際外交醫療任務，更拓展本校於國際醫療舞台。

自2009年12月起陸續派遣專科醫師及護理師於聖國，分別於首都 Centro Policlinico de Aqua 

Grande門診中心、中央醫院、Neves醫院、Guadalupe醫院及 Monte Café診療所除提供醫療照護服務

及義診，更致力於提升當地醫院的醫療水準，並配合進行寄生蟲篩檢及水質檢驗分析等公共衛生計

畫。時至今日，北醫大已成為我國最大的國際醫療團隊為兩國的國際衛生交流進行更進一步的接觸，

拓展台灣與聖國之衛生醫療合作。

2010年3月首次開啟遠距醫療視訊會診網路平台，進行燒燙傷孩童遠距會診 ; 同年5月，協助

孩童來台治療，成為常駐醫療團與北醫大醫療體系合作的重大突破。爾後，因應當地專業醫療人員不

足與人民健康需求，將遠距醫療視訊會診結合其他專業進行遠距會診與教學。此外，以在地醫療永續

發展的概念，推動首都中央醫院門診改善計畫，及辦理各項醫事人員技能培訓、提供當地有志人才來

台受訓的機會等方式，以提升當地醫療技術專業品質。北醫大及常駐醫療團所展現出的努力與成就，

皆為彰顯台灣醫療外交及援外合作的信念，並拓展台灣的國際地位，增進台灣與聖國之間的邦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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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社區服務

培育學生項目

本校以開設志工服務學習課程，強化服務學習理論認識與實踐落實，建立輻射圈社會實踐地圖。

1. 由近而遠的社會實踐地圖

志工服學課程包含校內服務據點、台北市服務據點、外縣市服務據點與海外服務據點，期望以

友善校園建置服務校內行政或學術單位，後以身處台北信義計畫區，推展優質社區營造，服務信義

區與台北市的非營利組織。同步逐層向外擴散至外縣市與海外據點。

2. 由幼至老的社會服務對象

本校志工服務學習課程的服務對象包羅萬眾，除了友善校園、優質社區類型服務不設限民眾

外，更有特別針對特定族群而發展的課程。

▍表5-3 社區服務一覽表 -優質社區營造

優質社區營造 服務據點 服務對象

社區課程輔導志工 信義國中、蓬萊國小、信義社區大學 國中小學生、居民

社區閱讀教育志工 青年志工中心 國中小學生

社區醫院陪診志工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居民

社區健康推廣志工 12區健康服務中心、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 居民

▍表5-4 社區服務一覽表 -特定族群關懷

特定族群關懷 服務據點 服務對象

特定兒童關懷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靖娟基金會 -兒福中心、親子館 兒童

特定青少年輔導 信義區學校社工、活水江河全人關懷協會 青少年

特定長者關懷 信義區老人服務中心、華山基金會 長者

多元整合關懷 世界展望會、狗醫生協會 兒童、特定接受動物輔助治療者

▍表5-5 社區服務一覽表 -友善校園建置

友善校園建置 服務據點 服務對象

溫馨關懷和諧校園 學輔中心 全校師生

尊重人權禮治校園 課務組、資訊處、進修推廣處、公共事務處 全校師生

生命價值安全校園 生理實驗室、物理實驗室、解剖實驗室、口腔實驗室、軍訓室 全校師生

節能減碳綠色校園 事務組、藥學系、營繕組 全校師生

豐富資源特色校園 圖書館、秘書處出版組 全校師生

青春活力健康校園 體育事務處 全校師生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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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學生成為終身志工

每年由服務學習中心舉辦搭配志願服務法之基礎 /特殊訓練，召募本校學生進行受訓，以獲取

志願服務紀錄冊。100學年度與青年志工中心合辦，101學年度由服務學習中心成為運用單位後主

辦，每學年度各舉辦一場基礎與特殊訓練，累積參與人數超過200人。

社區服務項目

1.社區淨化活動

每年由服務學習中心與綠生活節能社共同籌辦社區淨化活動，因應7-11企劃回饋社區理念，

為校園周遭環境進行清掃，於100與101學年度，各舉行了一場7條街道清掃活動，兩場皆有80

人參與，充分實踐社區淨化，達到社區服務目的。

2. 社區兒童說故事服務

為了讓鄰近社區兒童享有快樂童年，本校於學期間利用每週六提供說故事服務，讓兒童從故事

中學習與成長。結合通識教育之「史紀與歷史人物評析」課程，率領學生針對社區兒童進行史記

故事分享，100學年度舉辦八場，101學年度截至上學期舉辦六場，參與人次超過250人。

3.獨居長者陪伴 /送餐

為了讓低收入戶的獨居長者能不受到經濟壓力，並享用健康餐飲，本校服務學習中心與保健營

養學系合作，以「保健社區志工服務課程」進行長者陪伴。修課學生兩兩一組配對，對臺北市信

義區獨居長者，透過電話問安、在宅陪伴、外出益健等活動陪伴長者，在陪伴過程中，學生應用專

業知識了解長者之飲食習慣與行為偏失，並提供較為妥切的營養評估，不僅溫暖長者的心靈，同時

兼顧長者保建生命的延續。

100學年度陪伴超過11位長者，101學年度陪伴36位，101學年度除保健營養學系外，更加

入高齡健康管理學系、護理學系與信義區老人服務中心共同進行。

▍表5-6 志工服學課程開課與修課人數一覽表

學期 981 982 991 992 1001 1002

開課數 39 53 53 50 48 52

修課人數 884 1,082 1,117 1,008 1,110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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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校附屬醫院自2010年開始每週一至週五提供由院內營養師調配之餐盒，並送至獨居長

者住所。截至2012年8月為止，當年度送餐數量已達16,280份。此外，為使獨居長者亦能獲得

醫療服務，亦委派牙科醫師、藥師、護理師及社工師一同前往獨居長者住所，為其量測血壓、諮詢

服藥狀況、口腔診斷，並針對其健康狀況提供建議，以行動的方式，表達對弱勢族群的關懷。

4.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

本校附設醫院為能提供符合民眾需求之醫療服務，每年皆積極進行社區醫療需求調查，並於社

區舉辦多元之健康促進活動。四年餘來快速成長，致力提升品質並深耕社區，延攬優秀人才，引進

先進儀器，除通過多項優良認證及評鑑外，亦舉辦大型健康篩檢活動以及健康講座，將健康的觀

念、知識融入社區，給當地居民一個全人醫療的優質服務，以「關懷、熱忱」的精神，提供高品

質護理服務及良好教學環境與成果，達成「全人照護」使命。另外，三附屬醫院亦深入社區，辦

理健康營造、社區醫療服務、健康講座及流感疫苗接種等活動，回饋鄉里提供更多服務。

▍表5-7 附設醫院獨居長者送餐數量表

年度 2010 2011 2012

送餐數量 (人次 ) 15,391 22,224 26,922

註：統計期間為每年1月1日～ 12月31日

▍表5-8 三附屬醫院健康社區講座統計

年度 2010 2011 2012

場次 327 497 415

參與人數 14,560 18,293 15,324

▍表5-9 三附屬醫院大型健康篩檢統計

年度 2010 2011 2012

場次 6 10 9

參與人數 11,834 4,829 5,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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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 三附屬醫院社區健康營造 -義診醫療服務統計

年度 2010 2011 2012

場次 161 162 173

人數 41,884 28,502 39,078

▍表5-11 三附醫醫院流感疫苗接種服務統計

年度 2010 2011 2012

人數 5,168 5,261 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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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志工招募

為使民眾就醫過程順暢，以及社區活動順利進行，雙和醫院於開幕後成立志願服務隊，招募許多

熱心公益的地方人士參與，並於2009年向新北市衛生局報備成隊，名為「雙和醫院志願服務隊」。

目前現有志工人數437人，服務人次超過逾一百萬人次。為了解社區居民之健康需求，並提昇其生

活品質，將健康的觀念、知識融入社區，自2009年9月起於國防部中和新莊（位於中和市圓通路）

建置健康小站，提供民眾血壓與體重量測、脂肪監測、健康諮詢等相關簡易檢測服務。透過每週三，

上午十點至十一點，由本院志工至榮民之家執行例行量血壓服務使居民可定期關心健康狀況，並透過

每週之聚會，陪伴長者，讓長者備感溫馨，減低孤寂感，並增強居民之互動。

6. 健康巴士

本校附屬雙和醫院於2011年7月推動「健康巴士」

健康篩檢專車，提供乳房攝影、子宮頸抹片、口腔癌篩檢

等檢查，是全國醫療院所唯一可同時進行多種癌症篩檢的

健康巴士。透過固定巡迴職場、社區以及偏遠地區進行

健康巡迴關懷服務，讓缺乏醫療資源的偏遠地區民眾也

能獲得早期篩檢服務。新北市29個行政區已服務24個行

政區，也涵蓋台北市與桃園地區共計辦理377場次，參

與人數逾10,000人次。（註：統計期間為每年01月01

日 ~12月31日，2012年統計期間為01月01日 ~08月

31日）

▍表5-12雙和醫院健康巴士篩檢專車服務統計

年度 2011 2012

場次 126 251

參與人數 2,961 8,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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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醫療奉獻

本校素有服務隊扶助醫療弱勢地區之優良傳統，北醫師生為醫療奉獻的熱情及特質亦充份反應在

生涯發展及待人處事上，使得臺北醫學大學獲得醫療奉獻獎人數居醫療校院最高之ㄧ，獲獎人數至

2012年共達17人，其中除各屆校友屢獲該獎肯定外，本校第九屆董事長謝獻臣及前任校長校長邱

文達亦曾因其醫療方面特殊貢獻分別獲頒第十屆及第十七屆醫療奉獻獎。

5.2 卓越社團

本校雖屬醫學院校，學生課餘生活亦相當多元，至100學年度統計，校內共有89個學生社團組

織，依性質共分七大屬性， 學生除精進課業外，也能依照個人興趣參與各屬性社團活動，培養人文素

養、創新能力及增加同儕與人群關係。

▍表5-13 臺北醫學大學獲得醫療奉獻獎名單

得獎屆別 姓名 畢業屆別 得獎屆別 姓名 畢業屆別

第一屆 林勝利 醫學系第11屆 第十六屆 劉啟群 牙醫系第15屆

第一屆 全文章 醫學系第16屆 第十七屆 陳博憲 醫學系第5屆

第一屆 吳秉賸 醫學系第16屆 第十七屆 邱文達 本校第8任校長

第一屆 楊綏生 醫學系第16屆 第十九屆 黃健榮 醫學系第18屆

第六屆 劉增應 醫學系第19屆 第二十屆 林鴻津 牙醫系第15屆

第十屆 謝獻臣 9-11屆董事長 第二十屆 楊茂銀 醫學系第16屆

第十一屆 秋賢民 醫學系第14屆 第二十一屆 林仁鑫 醫學系第18屆

第十五屆 姜仁智 醫學系第19屆 第二十二屆 黃勝雄 醫學系第2屆

第十六屆 蔡孟宏 醫學系第10屆

服務性

體育性

學藝性

聯誼性

自治性

康樂性學術性

▍圖5-1 多元化社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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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獲獎榮耀 

校內致力於推動社團舉辦全校及跨校性活動，輔導並培養具特色之學生社團，致使許多學生社團

亦接連獲獎受肯定。98至100學年度得獎概況如下所示：

▍表5-14 98-100學年度學生社團得獎一覽表

主辦單位 獎項 得獎單位

教育部

9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口琴四重奏大專
團體組 B組優等

口琴社

9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合奏
絲竹樂大專團體 B組優等

國樂社

9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弦樂合奏大專
團體 B組優等

管弦樂團

98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
自治組織評鑑」自治性優等獎

醫學系學生會

98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
自治組織評鑑」服務性優等獎

基層文化服務團

98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服務學習優秀
學生社團」

基層文化服務團

99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大專團體 B組優等

國樂社

99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 -合奏
絲竹樂大專團體 B組優等

國樂社

9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
自治組織評鑑」學術學藝性特優獎

中國醫藥研究社

99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
自治組織評鑑」服務性特優獎

杏青康輔社服團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大專
團體 B組優等

國樂社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 -合奏
絲竹樂大專團體 B組優等

國樂社

10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弦樂合奏
大專團體 B組優等

管弦樂團

10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
學生自治組織評鑑」學術學藝性特優獎

中國醫藥研究社

10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
學生自治組織評鑑」服務性特優獎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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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獎項 得獎單位

行政院

青年輔導

委員會

99學年度「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
國際志工組第三名

海外醫療團

100學年度「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
國際志工組第三名

海外醫療團

100學年度「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
教育志工組第一名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行政院衛生署
99學年度「原住民及離島地區寒期大專青年社區
部落健康服務營」期末成果第五名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

國際傑人會

98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傑出服務性社團」 山地社會醫療服務團

98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十大傑出服務性社團」 基層文化服務團

10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十大傑出服務性社團」 杏青康輔社服團

10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十大傑出服務性社團」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10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十大傑出服務性社團領袖」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中華民國

牙醫學會

99學年度「口腔健康服務隊」競賽第一名 口腔醫療服務隊

100學年度「口腔健康服務隊」競賽第一名 口腔醫療服務隊

中華民國體育

運動舞蹈協會

98學年度 I.D.S.F「第九屆總統杯全國運動舞蹈
錦標賽」校際對抗賽拉丁舞第二名

國際標準舞社

99學年度 I.D.S.F「第十屆總統杯全國運動舞蹈
錦標賽」校際對抗賽拉丁舞第三名

國際標準舞社

100學年度 I.D.S.F「第十一屆總統杯全國運動舞
蹈錦標賽」校際對抗賽拉丁舞第二名

國際標準舞社

中華民國
98學年度「第33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
大專女子組團體得分賽殿軍

劍道社

劍道協會

99學年度「第34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
大專女子組團體得分賽殿軍

劍道社

99學年度「第34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
大專男子組團體得分賽殿軍

劍道社

台灣環境

資訊協會
100學年度「2012地球行動家」優選獎 LOHAS綠生活節能社

緯創人文

基金會
100學年度「緯創社會奉獻樂服獎」特優團隊獎 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

TM
U
│

   

45  │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12 TMU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國內外醫療與衛教服務

由本校師生共同組成的醫療服務隊，每學期約13支服務隊，平均近500人次志工參與，足跡遍

佈全台各偏遠地區，甚至遠渡重洋至海外義診，讓學子體驗課本外的世界，以專業技能展現對生命的

熱愛與關懷。透過一次次的營隊與活動，本校學生的服務之心，一屆又一屆的繼承下來，在培養出無

數優秀醫療人才的同時，更有一份對人群的關愛、對社會的責任、以及對生命的自覺。

服務隊服務概況

服務隊足跡遍及台灣各地，含澎湖、金門、蘭嶼等離島地區，國外則遠至泰北、南印度流亡藏人

區等地。98學年度出隊人數為1,006人，共23隊；99學年度為1,117人，共26隊；100學年度則

為1,182人，共22隊。

▍圖5-2 98-100學年度社會實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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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社會關懷

空中緊急救援系統

由於歷史及地理因素，我國有多處離島偏遠地區，

有因海水阻隔及曾為戰地之影響，其醫療發展遠遠落後

本島台灣，如金門縣 (含烈嶼、烏坵 )，連江縣 (含莒光、

東引 )，澎湖縣 (含七美、望安 ) ，也有因中央山脈及地

域阻隔，如台東縣 (含蘭嶼、綠島 )，其醫療資源及人力

不足，設備缺乏而品質落後。一但發生急重症傷病患無

法診斷治療時，只有依賴空中緊急醫療轉送。

2008年8月本校附屬雙和醫院通過新北市急救責任醫院評鑑，亦擁有新北市唯一民航局核准之

醫療用直昇機停機坪，可作為空中緊急後送與轉診服務，增加緊急救援與處理災變能力。並於2011

年2月通過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評定。至2009年8月接受第一例來自金門縣空中轉診案例後，至今

共接受11例空中轉診案例，包含金門縣、連江縣離島地區，提供全天24小時急診視訊照顧離島及偏

遠地區急重症患者，提供良好空中緊急救援服務。

全國首創「特殊需求口腔照護中心」

因應身心障礙病友的需求，本校附屬醫院積極與59家特殊需求者照護機構簽署就醫優免，提供

弱勢團體完善的醫療服務；此外，本校附屬雙和醫院設立「特殊需求者口腔照護中心」提供身心障

礙病患牙科專診服務，雖屬於高成本的醫療服務，耗資甚鉅，但仍願意繼續投入，以提供社會大眾更

周全的醫療照護。

有機福田愛心認購

2011年5月，本校附屬雙和醫院與壽豐鄉農會、板橋區農會、大昌證券及致理技術學院共同主

辦「有機福田」愛心認購活動，鼓勵各界共同參與關懷臺灣農業的公益活動。大北醫體系除了提供

優質醫療照護服務之外，同時兼顧社會責任，參加公益活動更是不落人後，以具體行動來共同關懷為

農業奉獻的耕者。

健康促進計畫

隨著台灣地區外食人口增加，餐廳菸害問題嚴然成為民眾在餐廳用餐

時最常遇到的問題。2009年1月頒訂修訂之菸害防治法，公共場所及3

人以上室內工作場所全面禁煙，以促進健康的大眾環境。

本校公共衛生系陳叡瑜副教授於2004~2012年持續執行衛生署國民

健康局的北區職場菸害防制輔導中心計畫與健康職場推動中心計畫，共輔

導北部地區八縣市近600家以上；辦理百場以上菸害防制訓練及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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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受訓人次達萬人之多，並且積極推動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北區已有2,369家通過認證。除此之

外也協助國民健康局推動職場減重計畫，成功協助員工甩掉百噸以上體重。陳副教授多年來所執行的

職場菸害防制與健康促進計畫，對於「三人以上共用工作場所全面禁菸」之菸害防制法修正內容之

通過與順利執行，以及降低國人罹患代謝症候相關疾病的風險，貢獻良多。

校園關心運動

「校園關心運動」由臺北醫學大學校長閻雲與公共衛

生暨營養學院邱弘毅院長率先於2011年12月19日發起，

希望透過彼此相約關心行動，促進人際間的良好互動，並

強調人文關懷與社會公益的貢獻。

其中「愛情 EQ系列活動」共有三波活動：「愛情 EQ

大調查」、「愛情鳥命名」，以及「愛情 EQ 短片競賽」。

第一波活動由本校公共衛生學系呂淑妤教授於2012年3

月3日至9日進行北部、中部、南部之大專院校學生問卷

調查，共回收問卷2,361份。3月16日在臺北醫學大學召

開記者會，希望透過調查結果研發之「愛情 EQ量表」，

讓學生瞭解自己處理感情問題與調適能力。

第二波活動由學生繪製四隻愛情鳥做為愛情 EQ系列活動代言人，以英文字母 L.O.V.E.開頭來命

名四隻愛情鳥。男主角青鳥 Leo（名字源自獅子座，代表幸福）與女主角粉紅鳥 Venus（為愛與美的

女神名，代表浪漫）；男女配角為綠鳥 Oberon（源自仲夏夜之夢的仙王，代表健康）與黃鳥 Erato（為

愛情詩女神名，代表自信）。同時，以四隻愛情鳥為主角製作「愛情鳥漫畫集」。

第三波活動為辦理「愛情 EQ短片競賽」。此活動強調心理健康促進與提昇大學生在處理與愛情

有關之挫折與壓力調適。本次競賽共選出前三名作品，以及五組佳作，五組網路人氣獎之作品。

大學生「愛情 EQ系列活動」相關活動受到媒體廣泛報導與社會各界人士肯定，並於2012年3

月份兩度榮登雅虎奇摩首頁新聞焦點。

高中生物醫學研習營

基於為社會培養生醫人才的理念，及提供經濟弱勢學生也有機會參與營隊活動的想法，本校自

2011年開始舉辦高中生生物醫學研習營，提供80名免費參與五天四夜研習營的名額。2012年學校

持續挹注經費辦理，並增加為兩梯次活動，提供160名名額。

2011年開始針對高中生舉辦生物醫學營，課程主要以生醫領域為主，白天依照不同主題邀請該

領域專家學者，進行深入淺出的專業課程講解，並規劃實驗課程讓學生動手做、分組報告，晚上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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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團康活動、增加同儕互動。除了可讓學生於活動中學習專業知識，探索未來學習之性向發展，及早

確定未來升學方向，並可於其中學習團隊合作、自主學習（準備專題報告）、溝通表達、領導能力等。

2011年80名學生，2012年分兩梯次，共計173名學生參與，報名學校共87所，報名人數達

277人，皆較去年增加。從回饋問卷統計，不論課程、師資、活動等，均獲得學生極高評價。另外，

為瞭解學生學習效果，在課程開始前進行生醫專業知識之測驗，課程結束後進行後測。前後測平均分

數第一梯次進步21.64分，第二梯次平均分數進步23.61分，兩梯次進度最多的前後測成長40分，

後測成績第一梯次最高達86分，第二梯次最高分為94分，可看出透過生物醫學研習營課程，學生能

吸收相關醫學知識，學習成效佳，也達到研習營培育未來生醫菁英之目的。

台灣高鐵保健站

101年5月1日本校附設醫院與台灣高鐵公司，具前瞻性的攜手合作下，承接了保健站的業務，

全線共8個保健室加上1個燕巢總機廠，全台高鐵旅客與員工的醫療服務，由北醫附設醫院以統籌管

理模式承接，致力提供最可信賴的品質。這樣的異業結盟深具指標性的目標，北醫人努力以赴，建構

共創互惠雙贏理念的夢想，高鐵歐晉德董事長與北醫附設醫院陳振文院長所帶領的菁英團隊，挹注高

品質的策略聯盟，展現國際級服務品質的里程碑。

北醫人秉持對醫界的熱誠，經營醫事人員的社會責任，永不停止的邁向品質第一，續經營而努力

紮根，任何的「當責」關鍵永不缺席，是一份濟世利人踏實的實證。本校附設醫院的護理師群均受

過嚴謹的急重醫療訓練，融與高鐵特殊的職業安全訓練，致力服務內、外顧客的安全為主軸，2012

年7月3日台中站團隊，用 AED與執行有效的 CPR，搶救一位因心臟病突發致昏迷旅客的性命，獲各

界肯定，也寫下公共運輸體係上 服務品質的實證。

本校附設醫院的教學資源豐富，優質的師資群兼負高鐵員工急救教育訓練，培訓專業人才，創造

更多的附加價值，意義重大。在保障服務旅客安全為前提下，保健站整體服務範籌內容包括：

1.高鐵車站內工作同人及乘客意外狀況之第一時間處理與送醫協助。

2.支援高鐵房災演練與緊急救護工作及旅客乘車引導服務。

3.依衛生主管機關政策執行防疫工作。

4.執行高鐵行車人員各項安全檢測業務與員工健康管理，維護旅客安全。

5.各種建康促進與護理諮詢。

TM
U
│

   

49  │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2012 TMU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這是本校附設醫院展拓另一個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時刻，充份體驗保障國人健康的主軸範籌其實

就在當下，與高鐵異業結盟寫下北醫另一個亮麗扉頁。

參與莫拉克水災援助活動―北醫大『千人千萬』小太陽關懷計畫

98年8月莫拉克颱風重創東、南臺灣，北醫大體系員工援助災胞獻愛心，全體教職員工自發性

舉辦一日薪捐助行動，發揮「人溺己溺」人道精神，協助同胞盡速重建家園、共度難關，並推動「千

人千萬小太陽關懷復健」計畫。

北醫大認養台東縣嚴重的金峰鄉嘉蘭國小90名及太麻里鄉大王國中20名學童，透過長期關懷

管道，落實社會關懷目的及災後重建。並於98學年度至99學年度寒暑假，舉辦「城鄉交流育樂營」

活動，邀請災區學生北上參與育樂營活動，促城鄉文化交流，並藉寓教於樂的活動。

除協助台東縣受災區外，北醫大亦前往高雄市桃源區、高雄市那瑪夏區進行「小天使育樂營」

及文化交流活動，期盼透過北醫學子的陪伴與關懷，撫慰學童受創心靈，並帶給他們更多的快樂，期

能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關懷及協助受災地區，善盡本校之社會責任。

照顧協助弱勢學生

本校提供經濟弱勢學生即時協助，自98學年度起成立單一服務窗口，經濟層面以辦理就學貸

款、各項補助、工讀機會、資訊提供、轉介社福單位，讓學生安心就學；並結合校友力量及社會各界

力量，為學生爭取更多資源以做專屬獎學金，用以鼓勵弱勢學生努力向學。課業方面由導師持續注意

學生學習情況，提供適時協助；心理層面將視情況提供學生全方位關懷照顧。

獎助學金 

本校為獎勵優秀青年學子進學無虞，並協助學生於求學之餘亦能獲得補助資源，使其順利完成學

業，特設置各類獎助學金，提供學生申請，可分為校內獎助學金、校外獎助學金，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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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校內獎助學金：

每年由就學獎補助款 (學雜費3%)編列預算，獎學金的部分有清寒 (低收入戶 )學生獎學金、原

住民學生及僑生成績優異獎學金、書卷獎獎學金、助學 (工讀 )金、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就學補助、

弱勢學生助學金、(中低收入戶生 )生活學習獎助金、低收入家庭學生住宿補助、研究生獎助學

金等，每年約有18項獎助學金提供學生申請，98學年度2,200萬，99學年度的2,100萬，100

學年度2,539萬；相關獎助學金辦理情形 (詳見表5-15至5-17)。

▍表5-15 98-100學年度學生就學貸款與清寒學生獎助學金辦理情形

項目 /學年度 98 99 100 

學生就學貸款 1,425人次 /81,669,818元 1,420人次 /81,799,935元 711人次 /42,792,453元

弱勢學生助學金

178人 /5,243,000元
教育部補助3,035,000元
學校補助2,208,000元

165人 /5,086,000元
教育部補助2,966,000元
學校補助2,120,000元

175人 /5,322,000元
教育部補助3,118,500元
學校補助2,203,500元

清寒學生獎學金 20人 / 1,000,000元 25人 / 1,000,000元 26人 / 999,960元

生活學習獎助金 34人次 /1,341,000元 40人次 /1,512,200元
59人次 /2,803,725元
教育部補助791,970元
學校補助2,011,755元

▍表5-16 98-100學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辦理情形

項目 /學年度 98 99 100

碩士班核發 (人 ) 1,031 1,033 1,116

補助經費來源

及金額 (元 )

教育部 7,501,341元 7,122,946元 4,583,430元

學校 810,250元
875,000

另提撥625,000元
為博士班獎助學金

4,689,516元

合計 8,311,591元 8,622,946元 9,272,946元

▍表5-17 98-100學年度學生書卷獎得獎學生情形

項目 /學年度 98 99 100

得獎人次 179 179 81

⑵ 校外獎助學金：

每年來自財團法人基金會、政府機關、宗教團體、社會團體、金融機構、校友、師長等贊助，在

校外獎學金部分，有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台北市廣西同鄉會、臺北市醫師公會、臺灣土

地銀行、仁惠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等，共計約160項獎學金提供學生申請，獎學金約莫400

萬元 /年；在校外助學金部分，整合來自於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財團

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等，提供10,000元至15,000元不等之補助，藉由健全獎助學

金補助機制，期許學生專心就學，落實學生安心求學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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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況說明：

⑴  為進一步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除讓其均能獲得政府或學校的就學補助外，亦提供多項弱

勢學生專屬獎助機制。除提供弱勢學生每月6,000元之生活助學金外，亦提供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之住宿優惠。並結合校友及社會各界力量，為弱勢學生爭取專屬獎學金，

如黃際鑫醫師獎學金及拇山新苗培力獎學金等，用以鼓勵弱勢學生努力向學。

⑵  本校以【以醫學教育為本、生醫臨床為用之研究型大學】為定位，以延攬優秀大學生、碩士

生進入本校攻讀碩、博士學位，培育研究人才特於100年10月19日經行政會  議修正通過

「臺北醫學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辦法」並於100年12月2日北醫校秘字第1000003936

號令對外公告，於101學年度施行，金額由100學年度927萬提升至101學年度的2,183萬。

3.未來展望：

⑴  為穩定弱勢學生生活之需求，與本校承包學生餐廳之廠商 -皇后餐飲合作，將於101學年度

提供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惜福餐券。

⑵  於弱勢學生的照顧機制上，除持續精進各項獎助措施外，並與公共事務處合作推動獎助金募

款作業，以期能嘉惠更多弱勢學生。

工讀助學 

為助益學生安心就學，本校除運用教育部年度核撥補助經費外，近三年來亦由獎補助款編列近

七百萬元做為專用之工讀金，以配合學校進行支援各單位臨時性事務，並為培養學生養成刻苦耐勞的

精神，擴充學習生活領域並落實社會責任。為使成效顯著，凡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家庭急難

事故的學生為優先協助之對象，以期達實質之助學輔助效益。

▍表5-18 98~100學年度工讀金發放情形

項目 /學年度 98 99 100

助學 (工讀 )金

教育部補助 919,743元 873,340元
註：自100學年度起，教

育部補助之項目改為

生活學習獎助金

學校編列 6,635,267元 6,728,000元 7,478,252元

合計 7,648,119元 7,601,340元 7,478,2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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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進修推廣

立足台灣、放眼國際

本校每年舉辦國高中寒暑假醫學營，開辦至今

已逾2萬3千名學員，受教育部委託遠見雜誌專訪，

深受家長及學員的肯定，成為全國學生營之標竿，

並被親子天下雜誌列為優選醫學營；近年來更擴展

海外服務據點，每期皆有來自美國洛杉磯瑞山中文

學校、海外華僑組團參加。課程設計除聘請優秀教

授講演外，另有實作的實檢課程，透過學習內容讓

學員體驗生命與健康的價值，啟發對醫學領域的興

趣；透過學習內容，對未來生涯規劃有所助益或引

導確認學習目標，每期營隊並保留免費名額供低收入戶子女參加，消弭貧富教育落差，善盡本校的的

社會責任。

此外每年寒暑假舉辦海外遊學團，不限北醫大學生，由本校老師帶團，到海外學習英文課程，拓

展新的視野，體驗不同的種族文化，教育出具有國際觀的國家棟樑，截至今年已去過美、英、法、

瑞、德、荷蘭、比利時、新加坡、澳洲等國家。

台灣醫療服務水準成熟，可做為大陸地區醫療標竿學習目標，從護理專業、藥師專業、醫師專

業、醫技專業、醫院管理等優勢面著手，加上北醫大擁有三間附屬醫院，近年來積極舉辦醫療參訪與

學習，已成為兩岸醫療專業人士標竿學習目標與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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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持續教育、協助完成認證

本校具醫、牙、藥、護領域專業，開辦具有完整詳實的營養師實習課程，配合附屬醫院實習制度

受訓、實習後考取營養師證照，並順利展業。另有藥事人員50小時繼續教育課程協助藥師完成持續

教育訓練；牙醫助理 (基礎認證學分 )課程班協助向各縣市牙醫師公會申請牙醫助理認證。國內證照

包括：國家美容丙級證照。國際證照包括：國際芳療師 L1培訓課程。

提供企業培訓、課程量身規劃

以往以供給面的課程規劃已不符合企業

需求，更精緻化的客製化課程，依企業需求

量身訂做的課程才能符合日益求新求變的企

業要求，本校有強大的專業師資做後盾，還

有專業的校外師資群，能提供完全符合企業

需求的課程。目前已完成的課程包括安麗公

司營養學課程、美商亞洲美樂家公司醫學美

容彩妝課程、永久產品公司營養學課程、秀

得美公司、松柏公司、伯慶事業集團、美商

讚果公司、綠加利公司、勝葳特公司、美商

大溪地諾麗公司、連法國際公司、桐核麥生

物科技公司、台灣人壽醫務管理課程、彰化

秀傳醫院、彰濱秀傳醫院的現代醫務管理及

臨床藥學課程、台南市立醫院現代護理課程

等，其中不少是中南部的企業，深受各企業

體好評。

配合政政政策、擴大社會服務

本校長期承辦教育部、勞委會、衛生局

及民間扶輪社、基金會、工協會委訓課程，

運用公共資源擴大服務對象，善盡社會責任

之效益與義務。今年配合教育部落實邁向高

齡社會的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開辦「樂齡

學堂」，並連續6年配合勞工委員會職業訓

練局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劃，每年通過委訓

課程達20班以上，成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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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健康終身學習教育

北醫大以醫療為核心價值，更希望將我們

的健康保健專業知能，傳遞給社會大眾，因此

我們開設了很多與健康保健，提供醫學、營

養、美容、保健等專業技能之養成教育，如保

健推拿課程 (基礎、進階、高階 )、脊骨保健

美式課程 (手法基礎及實務 )，頭皮養護諮詢

師學士學分班提供完整全面性的教學規劃，嘉

惠社會大眾。從小朋友的體重管控，營養保健

至成人的預防醫學課程，老年人的養生保健課

程等，期待提供全方位且完整的健康保健再教

育課程，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提升生活品質

與健康，讓大家活得精彩，活得健康。

▍表5-19 98-99學年度開班數與人數

項目 \學年度 98 99 100

班數 218 203 272

人數 9,756 9,410 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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