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

項次 獲獎年月 舉辦單位 得獎名稱 得獎單位

1 2020.03 科技部 2019年度傑出研究獎
長庚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

檢驗學系賴信志教授

2

2020.05 台灣護理學會

台灣傑出護理人員服務奉獻獎

桃園長庚護理部紀夙芬督

導、林口長庚護理部居家

護理組白淑芬護理長

3 台灣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獻獎
高雄長庚護理部江明珠主

任

4 2020.05
財團法人徐有

庠紀念基金會
第 9屆有庠科技發明獎

長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劉浩澧教授

5 2020.06 科技部 傑出研究獎
林口長庚風濕過敏科郭昶

甫醫師

6 2020.08 行政院 防疫國家隊紀念徽章

高雄長庚、胸腔內科林孟

志教授、感染科劉建衛教

授

7 2020.08 行政院 防疫獎章

長庚大學醫技系／新興病

毒研究中心施信如特聘教

授

8 2020.09 行政院
全國防疫獎章（全國通報量、採檢量

最多）
林口長庚

9 2020.09
台灣創新技術

博覽會
發明競賽金牌獎

嘉義長庚一般外科郭亮鉾

醫師

10 2020.09 通識教育學會 第 3屆典範通識教師獎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林美清

特聘教授

11 2020.11 全國醫師公會 台灣醫療典範獎
林口長庚胃腸肝膽科系

簡榮南副院長

12

2020.11

中華民國醫師

公會全國聯合

會

社會關懷獎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黃璟隆

院長

13 台灣醫療貢獻獎
高雄長庚胃腸肝膽科系

盧勝男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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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0.11

A m e r i c a n 

Academy of 

Nursing (AAN)

（美國護理院

士學會）

Fel low, American Academy of 

Nursing（FAAN）（美國護理科學院

院士）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范君

瑜教授

15

2020.12 生策會

疫情無國界，防疫零時差 ~長庚團結

戰（讚）SNQ戰疫特別獎 首獎
林口長庚感染管制委員會

16
生物災害應變模式經驗運用：成功防

疫 COVID-19防戰疫特別獎 -有功獎
高雄長庚內科部

17

創造一個幸福、安全的生產旅程－運

用 BIRTH模式於孕期優質照護 SNQ

特色專科組 金獎

林口長庚護理部

18
建立世界級淋巴水腫診斷、治療、研

究與教育標竿 SNQ特色醫療組銀獎

林口長庚顯微重建整形外

科

19 心臟衰竭照護 SNQ特色專科組銅獎
基隆長庚護理部暨心臟衰

竭中心

20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以 3D列

印技術進行顱顏精準重建手術」

基隆長庚整形外科陳志豪

副部主任團隊

21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牙科口內

影像翻轉及分類 AI」

台北長庚牙科Ｘ光放射組

陳孟琪放射師

22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電腦輔助

設計 3D列印提高半邊鼻重建手術結

果」

林口長庚整形外科蕭彥彰

主任

23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以深度學

習輔助臨床診斷髖部骨折系統」

林口長庚外傷急症外科

鄭啟桐醫師

24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新創微型

導管：全阻塞血管血管成型術

林口長庚心臟血管內科

褚柏顯醫師

25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可調式胸

甲結合新型負壓呼吸器應用於呼吸道

疾病患者的胸部復健」

林口長庚呼吸道疾病科

王圳華醫師

26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髖關節骨

水泥成型塑模與強化桿」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骨科

謝邦鑫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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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20.12 生策會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多孔式膝

關節感染控制墊塊組」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骨科

張毓翰醫師

28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待即得產

檢－創新的遠距數位母胎健康照護模

式」

林口長庚婦產科鄭博仁醫

師

29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近端監測

吞服型無感式科技系統」

台北長庚外傷急症外科

廖健宏副教授

30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個人化評

估子宮頸癌風險之方法」

林口長庚婦產科賴瓊慧醫

師

31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唇顎裂患

者的重建」

林口長庚顱顏外科張呈欣

醫師

32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重建造口

幸福人生－全球獨創之內置式人工

造口裝置」

高雄長庚大腸直腸外科

盧建璋醫師

33

國家新創獎－臨床新創獎「全球第一

套注意力缺失 /過動症的分子診斷技

術」

高雄長庚兒童心智科王亮

人主治醫師

34
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創新性客

製顏面金屬骨板的開發」

基隆長庚整形外科陳志豪

副部主任團隊

35

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人工智慧

整合 12導程心電圖預測心臟收縮功

能及死亡風險」

林口長庚心臟血管內科

溫明賢醫師

36
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人工智慧

篩檢 X光影像之骨質疏鬆風險」

林口長庚復健科裴育晟醫

師

37

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以電腦深

度學習建立脊椎骨盆 X光自動辨識模

組及手術決策輔助系統」

林口長庚骨科林郁智醫師

38
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超音波偵

測中耳積水診斷系統」

林口長庚耳鼻喉科陳錦國

醫師

39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廣泛性癌症

標靶胜肽 FnCTP技術平台及癌症標

靶胜肽結合雙特異性抗體 FnCTP－

BsAb創新癌症免疫療法」

林口長庚幹細胞與轉譯癌

症研究所陳鈴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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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20.12 生策會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利用人工智

慧輔助免疫螢光影像辨識及自體免疫

抗體預測」

林口長庚風濕過敏科郭昶

甫醫師

41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多片式上下

顎旋轉前移術治療阻塞性睡眠呼吸終

止症」

林口長庚顱顏中心林政輝

醫師

42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創易復助癒

整合系統」

林口長庚整形外傷科林承

弘醫師

43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可攜式脫水

檢測儀」
嘉義長庚楊仁宗院長

44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精研草本淨

鼻法」

嘉義長庚耳鼻喉科張耕閤

醫師

45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運用微核醣

核酸開發川崎症分子診斷技術」

高雄長庚兒童內科部郭和

昌醫師

46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紅外線一秒

分辨發燒與川崎症」

高雄長庚兒童內科部郭和

昌醫師

47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一滴血檢測

川崎症 –蛋白質抗體」

高雄長庚兒童內科部郭和

昌醫師

48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醫藥組成及

其用途 -近視治療之眼藥複方」

高雄長庚視網膜科吳佩昌

醫師

49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擦即測 -衛

生紙式糞便潛血試紙」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所

吳旻憲教授研發團隊

50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穿戴式心震

圖譜輔助心臟病發早期預警系統」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所

李明義教授、電機工程學

系林文彥副教授、工業設

計系蔡采璇副教授、長庚

醫院心臟內科張伯丞醫師

51
國家新創獎－新創精進「以智慧衣為

基礎之健康照護平台」

長庚大學資工系林仲志教

授研發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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