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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今天能夠有這個機會到台灣來跟在座的各位專家學者以及有
關的人員交流有關中國大陸在健康城市方面的一些經驗和體會及我們走過
的一些路程。過去我們有過很多學術方面的交流，但在健康城市這方面還是
比較少，所以希望今天是一個開始，以後我們在健康城市的建設方面能有更
多交流。
在講中國大陸健康城市的具體情況前，我們先回顧整個健康城市的發展
歷程。就我的認識來講，我覺得健康城市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歐洲的公
共衛生革命，在當時也出現我們目前類似的一種狀況，就是大量農村人口的
城市化。在這樣的過程中就出現了很多目前所面臨的一些公共衛生問題，譬
如：人口老化問題、空氣污染問題及一些公共衛生方面的問題。當時有一位
學者就提出了健康女神（Hygeia）的理念，健康女神的理念和現在的健康城
市理念是完全吻合的，他提出說要發展公共交通、要提供老年人的養老服
務、要建立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譬如不吸煙，所以最早的健康城市理念是
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但在二十世紀（三十到七十年代）這個過程中，我們
經歷了一段公共衛生比較困難的年代，就是以生物醫學模式為主導的年代，
大概有 40 年左右的時間，大量的資金被投入到臨床醫學、基礎醫學的研究，
而在公共衛生領域的投入非常少。
對於現在公共衛生運動出現的轉機，我想最早可以追溯到 1976 年在蘇
聯阿拉巴馬召開的初級衛生保健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提出了 2000 年全民健
康的全球性策略，為我們今天健康城市的運動奠定了非常好的基礎。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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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轉機就是在 1986 年，在加拿大渥太華召開的全球第一次健康促進大會，
在這個會議上發表渥太華宣言，提出健康促進的五大行動綱領，這也是目前
我們推動健康城市運動的過程中所遵循的領論基礎及指導思想。
「健康城市」這個名詞最初被提及是在什麼時候呢？是 1984 年在加拿
大 多 倫 多 召 開 的 「 超 越 衛 生 保 健 -- 多 倫 多 兩 千 年 （ Beyond Health Care
Toronto2000 in 1984）」的會議上，
「健康城市」這個名詞首次被提及。這個名
詞從提出到另一個理論出現的正式實踐是開始在 1986 年的歐洲，那是比較
有系統、有規模推動健康城市的建設活動。第一次的健康城市會議也是 1986
年在歐洲召開的，此次會議之後，有 11 個歐洲城市就加入了世界衛生組織
歐洲區的網絡，以上大致是健康城市的一個發展歷程。
健康城市的目標是什麼呢？我想從事健康城市建設工作者，不論是從理
論來研究、還是從具體項目操作者，可能都有一定的了解，健康城市的最終
目標是落實到人的身上，也就是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現在上海流行很形象
的比喻，就是說我們人的追求有很多項，譬如說我們想買更好的住房，就說
現在上海的房產很火爆，很多台灣人在上海也有房產，我們可能希望有好的
住房、有高級轎車、希望收入能夠更高一些、家庭能夠更美滿幸福、事業能
夠蒸蒸日上，但是所有的這些希望都有一個前提，就是健康，也就是說不管
後面掛的 0 有多少，但是這個 1 沒有了--我們的健康沒有，其他的東西就一
切都沒有了。我們把健康比做 1，把金錢、房子、汽車、把其他的一些需求
比做 0，那我們可以說它是一萬，可以說它是十萬、一百萬，但是前面這個
1--健康沒有了，就一切都沒有了。
健康城市的終極目標是什麼？是要我們在生理、精神和社會全方位的健
康，就我自己對健康城市的理解，我覺得健康城市有三個部分值得我們關
注。
（1）健康城市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個不斷發展的過程。從最早
1984 年健康城市這個名詞提出至今已有 20 年的歷史，回頭看看這 20 年健康
城市經歷了一個不斷發展的過程。
（2）注重過程。從我自己的經驗來講，我
感覺我們注重的是一個過程的建設，雖然現在很多要講效果評估、要講很多
的評估，但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過程，這個結果肯定不會好。所以上海在建設
健康城市的過程當中，把過程評估做為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怎麼樣去組
織、怎麼樣去實施，用了什麼樣的方法、採取哪一些活動、或者那一些手段
來開展一個項目的建設。
（3）健康城市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沒有終點站。我
想每一個人的需求都是沒有止盡的，所以隨著社會不斷發展的過程，我們的
目標、期望值也在不斷的改變，所以對健康城市而言「沒有最好，只有更好」
，
不能說已經建成健康城市就可以停止不前了，健康城市是沒有止盡、不斷建
設的一個過程。健康城市有六大特徵：
（1）以健康為核心，就是這個 1 為頭，
沒有這個 1 其他就什麼都沒有。
（2）需要政治承諾和決策，政治的承諾是非
常重要的，健康城市辦公室、管理部門、項目的協調部門建立在哪個層次，
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實現了一個政治承諾和決策的力度。
（3）形成跨部
門的行動，
（4）強調社區的參與，
（5）需要不斷的革新，
（6）最終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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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的形成。
我很欣賞一句話，我最早看到是在我和 Evelyne 在荷蘭一起工作時看到
的，這句話就是「醫學是社會科學，政治從廣義上面來講就是醫學」。我非
常欣賞這一句話，在上海、大陸做健康城市報告時，我一直講到這句話，因
為我感覺做醫生也好、做一個政策的決策者也好，我們的目標是共同的—就
是為了讓生活在這個城市的老百姓能夠生活得更健康、生活質量更高，所以
我非常欣賞這句話。
接下來我想講講中國大陸的健康促進、健康教育和健康城市的一個實
踐。最早中國大陸的健康城市或者是更早一點的健康教育的實踐，可以追溯
到我們三十年代、二十世紀，三十年代我們河北有一個地方叫定縣，它有一
個公共衛生實踐，在大陸的醫學院校，特別是公共衛生專業的學生在學習
時，都會講到河北定縣這個案例，它是我們健康教育的一個先驅。在三十年
代時，河北定縣成立了一個貧民教育促進委員會，它設計了很多方面的計
畫，包括健康教育、健康體系、環境衛生、預防接種、婦幼衛生、營養衛生
和節制生育，這和我們現在很多公共衛生的內容很一致、很符合，所以我們
在三十年代時就已經有很好的基礎。
大陸還有一個很好的基礎，就是在五十年前我們就展開全國的愛國衛生
運動，那時候是毛澤東主席倡導的，他提出要動員起來、講究衛生、減少疾
病、提供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毛澤東主席根據當時的社會背景
提出這個愛國衛生的倡議，至今中國大陸在進行健康城市項目協調的部門還
是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可能很多人不太理解，為什麼叫做愛國衛生運動委
員會，包括我們 11 月份要在上海召開「上海健康城市國際會議」
，當時我們
把我們主要承擔這個會議的部門翻譯成英文的時候，我們就在想翻譯成英文
可能很多國外的友人不太理解「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是什麼樣的一個機
構，所以我們現在把它翻譯成一個國外友人更能夠理解的一個機構，因為是
有他的歷史原因，但確實這個機構在我們的公共衛生建設方面還是發揮著巨
大的作用。
在 1997 年時中共中央國務院有一個關於衛生改革和發展的決定，這個
決定給予愛國衛生運動充分的肯定，也指出愛國衛生運動是我國發動群眾參
與衛生工作一種非常好的形式，在城市繼續開展創建衛生城市的活動、提高
城市現代化管理水平、增強市民的文明意識、促進文明城市建設、做好改水
改廁、帶動環境整治等等一系列愛國衛生運動的工作內容。愛國衛生運動從
解放初期一直延續至今。另外我們建設健康城市還有一個非常好的基礎，就
是我們在很多年前就展開全國衛生城市、鎮和區的一個評選。在這個評選裡
有九個方面的標準，包括健康教育、市容環境衛生、環境保護、公共場所和
生活飲用水的衛生、食品衛生、傳染病防治、除四害工作、單位和居民區的
衛生、民意測驗。從這九個方面可以看出，衛生城市評選基本上還是比較集
中在衛生部門所管轄的範圍，比我們現在所講的健康城市的概念還是要小一
點，但是也為我們今天的健康城市建設奠定了非常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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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陸正式展開健康城市的建設可以追溯到 1994 年，首先是全國
有兩個區，先以「區」為單位，做為世界衛生組織開展健康城市的示範點，
一個是北京東城區、一個是上海嘉定區。上海一開始展開健康城市建設的第
一次連線會議是到嘉定區去開的，因為它是我們的一個先驅單位，但以一個
城市來參加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計畫的第一個城市則是海南省的海口
市，他們是在 1996 年時第一個正式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計畫的市，
先後有遼寧的大連市、河北的保定市、江蘇的蘇州市、廣東的中山市、河南
的濮陽市、張家港市及上海市也都開始這些工作。現在有更多的城市對這個
計畫非常感興趣，中國大陸共有 666 個城市，現在只是很少部份的城市在展
開這個計畫，相信將來會有越來越多的城市加入這個網絡。我們 11 月份在
上海開的健康城市會議，有很多人是非常踴躍、非常積極的報名，而且來的
人很多，他們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的所有人都來參加，那就說明他們
對健康城市計畫是非常重視的。
中國大陸呢也有一些城市在西太平洋區健康城市聯盟裡面發揮了很大
的作用，2003 年 10 月時西太區成立了健康城市聯盟(Alliance for Healthy
cities)，中國的蘇州市、香港的中文大學、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中心都是這
個聯盟的臨時指導委員會的成員。
上海市正式開展健康城市計畫是在 2003 年，由市政府召開會議、宣佈
上海市正式啟動。但眾所皆知 2003 年時 SARS 在春季一下子爆發，當時各
級政府都在應對 SARS 這個緊急情況，所以上海市健康城市的啟動，就推延
到九月份，2003 年 9 月 27 號由上海市市長韓正宣佈上海市正式啟動健康城
市計畫，這是一個政府文件，上海市的健康城市計畫是上海市人民政府以紅
頭文件的形式發佈，政府是非常重視這個計畫的。上海是第一個以特大型城
市（就是人口超過一千萬的城市）為整體單位開展健康城市計畫的。2004
年上海市的戶籍人口是 1350 萬，長住人口是 1700 萬，這個數字當時我到了
荷蘭以後就覺得很有趣，為什麼？因為荷蘭一個國家的人口就是 1500 萬，
而上海市的長住人口在 2004 年的時候就是 1700 萬，那時候我們的人口密度
是 2133 人/㎞ 2，走在上海大街上會感覺到非常熱鬧、人氣非常旺，上海的
shopping 和各種消費市場都是非常火爆的。
上海市健康城市三年計畫的紅頭文件裡，制定了上海市建設健康城市的
指導思想，那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建設健康城市理念結合中國大陸具體的國
情和上海市的市情制定的指導思想。我們的指導思想是以改善群眾的生產、
生活環境、提高市民的健康素質為目標，然後以開展各種健康促進活動為載
體，以干預和控制影響人群健康的危險因素，規範公共衛生行為，倡導文明
健康生活方式為重點，努力促進社會健康、環境健康、人群健康，然後實現
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上海市政府健康城市三年計畫我感覺像一個政府工
作報告一樣，是一個總體的發展目標，所以我前面講到的「醫學從廣義上來
講就是政治」這句話非常有道理，這個指導思想裡面，大家也會看到實際上
政府的工作目標和我們做醫生的，在某種程度上是很接近的。
211

上海市建設健康城市三年行動計
畫之政府文件

我們有三個實施原則：
（1）就是堅持雙向推進、條塊結合。什麼是條塊
結合？「條」指的是市政府的職能部門，比如說市政府下有教育局、衛生局、
環保局、水務局、食品藥品監督局、民政局等很多局，那這就是屬於我們講
的條。那「塊」是什麼？就是上海有 19 個區縣，就是區級單位，這就是我
們講的塊。每一個「塊」裡又有和市裡相互對應的條，所以就是要條塊結合，
要雙向推進。
（2）堅持貼近社區，市民參與。我們在計畫的進行過程當中，
一直在聽取社區百姓的意見，他們有什麼樣的建議、或者有什麼樣的需求、
或者覺得哪方面我們可以改進。另外在一些區縣在 2004 年時也開展居民最
滿意社區的一個評選，裡面有很多和社區居民息息相關的一些指標，然後由
居民來評選，從市民的角度來評價健康城市計畫開展的情況。
（3）堅持宣傳
倡導，法治監督。總體目標就是要顯著提高上海市的生態環境、市容環境和
居住的環境，努力使上海市的各項生態環境指標和總體環境指標處於全國大
城市的水平之上。
上海市三年計畫裡制定的主要任務共有 8 大類，這 8 大類設計與我們的
14 個職能部門有關，這 8 大類又設計很多細的指標，比如說營造健康環境
有 43 項指標，提供健康食品有 10 項指標，追求健康生活有 9 項指標，宣導
健康婚育有 10 項指標，這樣總的加起來共有 104 項指標。除了 8 大類任務
以外，還有 11 項重點推進的活動，這 11 項活動包括保護母親河活動、清潔
空氣活動、愛綠護綠活動、清潔城市美化環境活動、健康身心活動、婚育新
風進萬家活動、人人運動活動、.建設健康校園活動、讓蟲害遠離生活、健
康家園和三講一樹，什麼是三講一樹？就是講文明、講衛生、講科學，樹新
風，那有這個 11 個活動。
具體上海市在開展建設健康城市的過程當中採取的步驟是什麼呢？第
一個階段是 2003 年的 9 月份以後，首先進行計劃的下達，然後廣泛宣傳、
建立工作網絡。前期的宣傳主要是針對一些有關的職能部門和一些「塊」上
的相關部門。第二階段就是 2004 年時，主要就是全面推進建設健康城市的
工作，對照三年行動計畫--就是剛剛講到的 104 項指標，看看有哪些薄弱的
環節，然後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並實施解決，然後把各項工作全面引向深入。
2004 年時上海市是根據三年行動計畫，制定了一個中西的評估方案，在 19
個區縣進行了自評，然後從自評的過程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舉個例子，
比如去年在 19 個區縣自評以後發現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實際上很多
參與這個項目的相關人員，他們對整個健康城市項目的來龍去脈不太了解，
對這個理念還不是非常的理解，所以他們在很多實際工作、在推進健康城市
項目的過程當中，就碰到了一些困惑。所以在 2004 年我們評估以後，2005
年初上海就開展了全市 19 個區縣的培訓，我們把 19 個區縣分成四大塊，先
在市裡面進行市議題的統一培訓，然後再到各區縣，就是 19 個區縣按東南
西北中分成這幾塊進行培訓。我們就請一些專業人員去給有關的政府部門人
員、社區工作者告知他們健康城市的理念，那我也參加了這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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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也是我們第一輪三年行動計畫的最後一年，今年上海市建設健
康城市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把各項建設指標看看是不是能夠完成，然後今年還
有一個重頭戲就是要進行一個三年評估。三年評估方案已經出來了，現在市
政府再下派到各區縣、各職能部門，然後大家去討論，看看這個評估方案是
不是合適，然後再反頭回來，可能是 11 月健康城市會議結束以後，就要開
始這個終末評估。2005 年是我們終末年，這是我們今年的一個重頭任務，
另外我們今年還有一個重頭的任務，是什麼呢？就是 2005 年三年行動計畫
結束了，那麼接下來我們的健康城市應該怎麼做呢？在上半年時市裡的有關
部門組織了一些有關的職能部門和專家們，一起討論接下來這個計畫應該怎
麼訂？首先有一點是肯定的，市政府明確答覆健康城市還是要做，接下來就
是怎樣做的問題。首先因為大陸每五年有一個全國性的計畫，各個區縣、各
個職能部門都有他的五年工作計畫，那麼 2005 年是我們第十個五年計畫的
結束年，2006 年是我們第十一個五年計畫的開始年，所以今年就要開始制
定各個職能部門、各個區縣，都要開始制定他的「十一五」，我們叫「十一
五規劃」。當時在設定我們下一輪健康城市應該怎麼開展時，首先就是這個
年限的問題，我們是訂一個三年計畫還是訂一個五年計畫，後來還是覺得要
和我們全國的「十一五的規劃」相符合，所以我們下一輪計畫就是一個五年
的規劃，不再是一個三年的規劃，所以這也是我們今年健康城市的一個重頭
戲，我們要對前三年進行評估、進行總結，然後要為新一輪的計畫做詳細的
規劃。
上海的組織管理主要是透過兩個部門，一個是上海市建設健康城市聯繫
會議的制度，主要是由市的各個職能部門及各個區縣的分館區長來參加所組
成的上海市聯繫會議制度。這個聯繫會議制度每一季（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這個會議除了聯繫會議的成員參加以外，還有一個建設健康城市技術
指導組參加，技術指導組是由大學教授及相關職能部門的具體執行人組成。
我們主要透過這兩個小組一起協調工作、推動健康城市。
上海市在建設健康城市的過程當中，還制定相關文件，有建設健康城市
三年行動計畫，有 104 項指標的技術界定，有開展健康社區、健康單位工作
的具體實施意見。那麼下面我就簡單介紹一下有關職能部門 11 項重點推進
活動的情況，首先市水務局「保護母親河」的活動，母親河指的是什麼？上
海有一條蘇州河貫穿上海市的，過去蘇州河又髒又臭又亂，近幾年市政府花
了很多的心力來改造蘇州河，讓它成為一條比較清澈、是一個居民比較能夠
休閒育樂的地方，在這方面市水務局做了很多的工作，也做為建設健康城市
的工作內容之一。市容環衛局做的是「人人動手、清潔城市、美化環境」活
動，主要是垃圾的處理、整治中小道路問題。那綠化局主要開展的是「愛綠
護綠」的活動，如建設公共綠地、提高綠綠化覆蓋率、提高人均公共綠地面
積。環保局主要是開展清潔空氣的活動，比如環境空氣品質提升、還有增加
Safeguard the mother river

「基本無燃煤」的面積，有效控制煙囪冒黑煙的現象，逐步控制飲食業的油
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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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計生委主要是「婚育新風進萬家」的活動，主要是建立社區人口計
生綜合服務站、村委會建立服務室。市衛生局主要是「健康身心」的活動，
如我們無菸醫療機構的問題，無菸是大陸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因為我們的
菸民超過三億，可能是世界上吸菸人口最多的一個國家，我們香菸的銷量也
是全球第一位的。講到香菸，我們有很多可是在全世界居第一位，但這並不
是非常榮耀的第一位，所以很多地方都開展控菸的活動。我們現在還不能講
無菸，只能是控菸，所以我聽胡教授講到台南市要推動無菸城市，我覺得這
是非常了不起的。那我們先是控菸然後再到無菸，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菸
民，而且我們先從醫療機構開始，為什麼呢？因為醫生本來就應該是一個代
表健康的使者，如果醫生本身抽菸的話，那他帶給病人的是一個負面的作
用，所以我們首先在醫療機構告訴他們，醫生應該是不吸菸的榜樣，但很多
醫生因為過去已經有吸菸的習慣，你要他改變非常困難，所以我們現在很多
的項目特別著重青少年這一塊，因為青少年一旦動力定型形成以後，可能就
會影響他的一生，所以青少年無菸這部分做的比較多。另外市衛生局還有性
病/愛滋病的預防--重點人群的預防及知識的諮詢及心理衛生的諮詢活動。
市教委主要是開展「健康校園」的活動，市教委在去年底召開一個全市
的教育衛生工作會議，在這個工作會議談出了一個新的文件就是關於中小學
生健康教育的一個文件，規定在中小學裡面，每一周一定要有 0.5 個小時的
健康教育課，一定要在中小學階段讓青少年都掌握健康的知識、健康的技
能。教委對於健康校園要怎麼整合到健康城市是非常重視的，所以八月份的
時候上海市教委組團到歐洲進行考察，地點包括瑞典、荷蘭、丹麥、挪威，
我們還去歐洲世界衛生組織健康城市總部，我們和 Dr. Argus 先生也有簡短
的會晤，所以我們是非常重視教育系統這方面的。
市體育局主要是推展全市公務人員參與人人運動的活動，我們在各個社
區建立小型健身點、健身苑、社區居民的健康體質監測站，這都是由政府投
資建設的。公務員的人人運動，在一些區縣因為有很多公務員說公務很繁
忙，沒有時間去參加鍛鍊，區縣就採取一些措施，比如說鼓勵每個公務員都
去買一個健身卡到俱樂部去健身，如果這個卡能堅持一個星期至少去三次，
這張卡拿回來我就給報銷，如果不去這張卡就自己付錢，透過一些措施來鼓
勵我們去健身。剛剛 Dr. Tyller 講到的肥胖問題，現在在上海也是一個問題，
越來越多人由於飲食習慣不好，垃圾食品吃太多、不運動造成體型越來越肥
胖。像我自己也是，我們搞健康教育的也變得越來越胖，因為早上八點鐘到
了辦公室一坐就坐到下午五點，中飯都懶得到食堂去吃，就是訂客飯，人家
幫我們送到辦公室，雖然知道這是很不好的生活習慣，但也沒有去改變，所
以希望今天透過這個健康城市會議，對我也是一個督促，回去以後要多運
動、多鍛鍊，最起碼吃飯要到五樓下面去、到食堂買飯吃。
市文明辦有一個三講一樹的活動，市愛舉辦健康家園的活動，主要是以
社區為單位來開展社區家園的活動，「愛衛辦」就是「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
辦公室」的簡稱，是由愛衛辦具體負責上海市健康城市項目，愛衛辦還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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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開展「除陋習、講文明、樹
新風」活動，重點是“管好你的
口、管好你的手”，在廣大市民
中積極宣導和全面推進文明健
康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

個讓蟲害遠離生活的活動，那 11 個項目主要是由我們相關的市級職能部門
在負責，再依各個區縣（上海市還有 18 個區 1 個縣）的水平也開展相關的
活動，以下我就把 19 個區縣的活動簡單介紹給大家。
各區縣都因地制宜推進各類重點活動和特色活動，探索並初步形成建設
健康城區、健康社區的管理機制和工作特色。例如在靜 安 區 健康樓宇的活
動，上海的靜 安 區 是中心比較高大的城區，住宅比較高大、商務樓宇都非
常高的，到上海如果想去買名牌商品如 LV、Armani，那要到靜 安 區 去，
靜 安 區 有三個大的 shopping mall，高檔的世界頂尖品牌都集中在三個
shopping mall 裡。靜 安 區 展開雙高活動，這個健康樓宇的活動—以在商務
樓裡展開提高白領人群健康水平的活動為例，就給他們開展一個心理諮詢
室、為他們提供鍛鍊的機會，在不同公司之間開展一些籃球賽、排球賽等促
使他們有參加鍛鍊的動機。
黃 浦 區 也是上海市的一個中心區，但黃 浦 區 和靜 安 區 算 是兩個極端，
黃 浦 區 有很高檔的住宅區，比如上海外灘很著名，現在有很多世界名牌的
頂級店在外灘開旗艦店，但黃 浦 區 也有一些老城區、老巷弄住的是相對來
講收入較低的人群，特別是年紀比較大的人群。黃埔區依照其特色做的就是
在老式裏弄裡幫助這些人生活得更健康，在一些老式裏弄裡，每家每戶沒有
獨立的廚房和衛生間，就幫他們改造這些集體的、公用的一些部位，使大家
使用起來更方便、也更衛生、更健康。像盧灣區有淮海路綠色健康商務街，
像浦 東 新 區 主要做的是健康市場。在浦 東 新 區 首先做了一個基線調查，
然後發現老百姓很關心他們每天去買菜的榮茂市場的攤位衛生、廁所，還有
使用的塑膠袋是不是符合環保、衛生要求，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浦 東 新 區
就開展榮茂市場廁所改造、提供環保塑膠袋的使用、攤位的改造。
崇明縣是上海市十九個區縣裡面唯一的一個郊區縣，主要是生態島的發
展建設。長寧區主要開展的是健康人群的計畫，是針對不同年齡層的人群，
開展不同的健康促進活動。徐 匯 區 就是在公務員裡面推動人人健身的項
目，剛剛我講的政府付錢買健身卡，就是徐 匯 區 在做的項目。寶山區開展
的是健康細胞計畫，這個計畫最有特色的就是健康檔案的戶籍管理，就是為
每戶人家建立一個健康檔案，然後根據這個健康檔案的反應情況來提供一些
針對性的服務。虹 口 區 主要是開展百路優化的工程，閔行區主要開展的是
健康城區宣傳活動，南匯區主要是三講一樹的活動，普陀區是健康知識進社
區的活動，楊浦區是控制蟲害活動，閘北區是整治市容環境衛生活動，金山
區是拆除違章整治市容環境衛生，青 浦 區 是創建國家衛生區，今年已經通
過國家的驗收，奉賢區主要是創建有害生物控制示範社區。
我感覺健康城市項目應該是非常有發展前景的，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有一半以
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據預測 2030 年至少有 60﹪的人居住在城市，特別是
人口超過一千萬的大城市，而我們現在的趨勢是什麼？還是不斷有農村人口
湧向城市。這張圖就是 1999 年人口的一個排位情況，排在世界前十位的這
些大城市的人口到 2015 年基本上都是一個增長的趨勢，這個增長最快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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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灣區開拓淮海路綠色健康商
務，打造精品一條街，促進商業
和健康環境協調發展

一個 90﹪的這增長趨勢，增長幅度是非常大的。只有日本的大阪是呈現負
零點零幾的負增長。基本上所有的城市還是出現人口持續增長的趨勢，所以
健康城市計畫我覺得還是應該大力提倡，各級政府也會更加重視這個項目，
從學者的角度來講，我們也會更積極投入這個研究過程當中，然後為我們的
政府決策提供更多支持。

現場問答
問：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有兩個問題想要請教那個醫師喔，因為我去過上海，
發現有兩個特點，就是人多、居住密度高。那我想健康城市的最主要的
重點就是人口的管制，那我想問王醫生就是你們對於人口控制方面的執
行方式是如何？再來就是居住密度，我想居住密度應該是也是影響城市

為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已經很高，現在政府有很多如：安家工程、
居家工程，…就是在造社區時考慮人口的密度，哪個小區大概要造
多少樓房，他的容積率應該是多少，然後每一塊地皮大概要造多少
的房子，整體上十九個區縣可能也有總體構想。我想你的問題，可
能都是從政府管理層面來問的，所以我很難詳細回答，對不起。
問：我是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的老師，我姓李，剛剛有注意到就是王醫師你您
所說的那個案例，跟其他幾位貴賓的案例有一個非常顯著不同的地方，
那就是說從公共政策的這個眼光來看喔，你們這邊的 case 有點像是從
上到下，那前面幾位比如說澳洲或這些的美國的例子，他們很鼓勵是
bottom up，就是從下面往上的。在大陸的例子主要是都是由政府這邊來
推動進行，那我也知道中國人好像對於參與公共這種事情，其實並不是
那麼容易，所以我想說在大陸有沒有這種可能性讓人民自己就像美國這
種方式，有一個社區自己去跑，而不是說政府這樣子直接的去督導。萬
一哪天，錢不見了、人不見了，這個事情會不會在繼續下去，這是我覺
得有疑問的地方。

王：謝謝你的問題，這一點實際上因為體制不一樣在健康城市的操作的
式上確實是會存在不同。你講到我們健康城市是從上而下的這種模
式，可能也是我們的優勢所在，所以我們很多的政府的意圖或計畫
能夠比較貫徹到基層，另一方面我們也考慮到，因為健康城市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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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達

我想我可能很難回答。另外一個人口密度的問題，我想上海現在因

北京

過程當中，我們會更多考慮人口這個因素，但人口到底怎麼控制，

大阪

大的動力，同時也帶來很多的壓力。我想今後我們在建設健康城市

上海

海來，畢竟機會很多，但他們到了上海後給上海的經濟發展帶來很

洛杉磯

人口的增長，現在確實是有這個現象，不斷有大量的農村人口到上

紐約

是我回答的問題，是要由我們韓正市長來回答。怎麼樣控制上海市

墨西哥城

王：謝謝，謝謝你的問題，第一個關於人口控制的問題，我想這可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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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

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對於居住密度方面有沒有什麼控制的方式？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0

是一個爲老百姓健康謀福利這樣的事業，所以我們一再的考慮老百
姓的需求是什麼，然後他們是不是能夠積極的參與到我們的項目當
中。我剛剛有講到我們也有一些需求評估，比如說去年我們在做中
心評估的時候，老百姓就提出來他們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希望政府
能夠採取措施去改進的問題，就是食品安全的問題。因為我們現在
有很多不法的商販為了謀取利益，在食品當中添加一些不良的、不
利於人體健康的東西，所以老百姓很關心這個問題，因為每天都要
吃東西。
所以我們也在徵求老百姓的意見、他們最希望政府解決的問題
是什麼，在這個項目的過程當中也培訓一支志願者的隊伍，就是每
個社區有自己的一支志願者隊伍，這些志願者他們組成一個小組，
然後在社區裡面開展一些活動。我們藉由政府從上到下這個模式，
同時我們現在也在逐步形成基層自己的志願隊伍，希望將來他們能
夠自主的開展一些活動，基本上是這樣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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